
“福将” 于大宝攻入制胜球， 助国足幸运地完成逆转。 视觉中国

东方明珠塔下， 600 平方米星空冰场向大众开放。 活动方供图

别奢望每场比赛都有这份好运
亚洲杯首战国足 2 比 1 险胜吉尔吉斯斯坦队

2 比 1?中国男足与吉尔吉斯斯坦

队比赛的终场哨响起， 站在场边的里

皮面无表情地举起手中的矿泉水喝了

一口，然后用力将水瓶扔向远处。在和

几名助手拥抱之后，“银狐” 不等球员

下场便直接转身走回了休息室。 虽然

球队迎来了开门红， 但糟糕的过程和

并不出色的整体表现显然让他无法高

兴起来，里皮心里一定也非常明白，国

足不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获得今天

这样的好运气，比如第 49 分钟对方门

将以排球动作将皮球拍入自家球门。

“我承认，这场比赛我们的运气很

好， 能够在下半时开始后不久扳平比

分， 对整场比赛的走势起到了非常关

键的作用。 ”在评论本队表现时，里皮

说得很简单 ，“球队上半时表现很糟

糕， 然后我在休息室冲着队员们发了

火， 大家终于在下半时踢出了应有的

水准。”出任首发左后卫的小将刘洋也

承认里皮确实发了火，“其实比赛开始

后大家都很拼，但就是感觉有点别扭。

有时会发力过猛，踩不准节奏。在这种

情况下，主教练发火也可以理解。 ”

里皮坦言， 自己已经执教中国男

足两年时间， 却始终无法改变球队在

上半时进入状态很慢的老毛病，“我也

没办法总结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反

正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所以我只能在

休息室里竭尽所能地去调节队员们的

状态。 发火只是方式之一，事实上，我

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

如果吉尔吉斯斯坦球员的技术更

细腻些， 那么半场比分可能不止 0 比

1。 但这种被动局面也并非全怪队员。

赛前一天， 队员们尚不知道会使用哪

种阵型， 直到赛前准备会时才发现里

皮又一次祭出了大部分人心里没底的

343 阵型。 球员们的担心不是全无道

理。比赛中，对手频繁利用中国队中卫

与边翼卫之间的空当发动进攻， 数次

打爆国足的肋部。“中国队的表现和我

们预想的完全一样。 上半时我们不仅

进了一球 ， 还没有给中国队任何机

会。”吉尔吉斯斯坦队主帅克里斯蒂宁

颇为惋惜地表示，“但下半时我们出现

了两次不应该的失误，才输了比赛。 ”

易边后国足能稳住阵脚的原因便

是将阵型从 343 变为 433。 “我发现球

队在中后场无法控制住皮球， 所以决

定在防线上多加一个人。”里皮如此解

释这次变阵。 球员们在中场休息时也

及时进行了自我调节。刘洋告诉记者，

武磊、 郜林和队中左右两边的球员在

交流时特别提出， 对方后卫都比较害

怕身后球， 应该尽量多打身后球，“于

是在下半时开始后， 我就特别注意对

方身后的空当， 没想到还真打成了一

次。”第 77 分钟，于大宝接刘洋身后球

反越位成功， 他灵巧地过掉出击的门

将推射空门得手，帮助国足锁定胜局。

国足依靠运气获胜是事实， 但全

取三分的结果也让球队占据了出线优

势。 “球队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定会尽

力去弥补， 但足球比赛永远是结果大

于过程，这毕竟是一场胜利。 ”门将颜

骏凌认为， 胜利将会给队员们带来自

信。队长冯潇霆也表示，这样的洲际大

赛一上来会令球队有些紧张，“但我相

信球队接下来的表现会越来越好。 ”

（本报艾尔艾因1 月 7 日专电）

记者手记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这里的亚洲杯有些“冷”

上海与阿联酋， 可谓 “冰火两重
天”。从阿布扎比到艾尔艾因，白天动辄
近 30 摄氏度 ，加之阳光强烈 ，时常把
记者晒得头晕脑胀。 不过，在亚洲杯的
球场里可找不到这种“火热”。

当中国男足对阵吉尔吉斯斯坦队
的开场哨吹响时，艾尔艾因哈利法·本·
扎耶德球场的看台上门可罗雀，球迷人
数甚至并不比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多多
少。 据向来会注水的官方数据显示，本

场比赛的到场人数仅为 1839 人。

这场比赛的冷清并非特例，亚洲杯
此前几战的上座人数均难令人满意，叙
利亚对阵巴勒斯坦为 8471 人、澳大利
亚对约旦为 4934 人、泰国对印度只有
可怜的 3250 人。 即便是揭幕战，东道
主阿联酋队的号召力同样没能将阿布
扎比扎耶德球场填满， 能容纳 43000

人的看台至少空着三分之一的座位。本
次亚洲杯小组赛的官方票价分为 25

迪拉姆 （约合人民币 46 元）、50 迪拉
姆、75 迪拉姆三档，相比当地物价可谓
价廉物美， 但仍无法将球迷拉进球场。

冷清的球市让原本想赚上一票的 “黄
牛”大失所望，开幕式前便有黄牛在场
外恼怒地撕掉了手中一叠无人问津的
球票。

当地球迷现场观赛的热情不高，各
举办城市对于亚洲杯似乎也略显冷淡。

无论是在阿布扎比国际机场还是市内

大街小巷，几乎看不到与亚洲杯有关的
元素， 只有球场边和球队驻地附近，才
能从数量不多的海报和条幅上嗅到亚
洲杯的味道。 在阿布扎比的小超市里，

记者甚至还被一名工作人员问道：“你
们是来采访什么比赛的？ ”

除大赛氛围冷冷清清，亚洲杯赛果
也是冷门迭爆。志在夺冠的阿联酋队靠
着一粒有争议的点球才 1 比 1 逼平了
巴林队，随后卫冕冠军澳大利亚 0 比 1

不敌约旦、 泰国 1 比 4 惨败于印度的
结果更是让人跌碎眼镜。与阿联酋的天
气相比， 这里的亚洲杯赛场的确有点
“冷”。 （本报艾尔艾因 1 月 7 日专电）

■本报记者 谷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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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大学生
足球联盟联赛颁奖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以足球的名义

相聚， 向耕耘和奋斗在上海大学生足球

工作中的团体和个人致敬 ， 2018 年上

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颁奖主题活动

日前在上海体育学院举行。

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联赛由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体育局、 上海报

业集团联合主办， 是校园足球爱好者展

现自我的舞台， 留下每一位参与者的青

春回忆。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上海市大学生足

球联盟联赛中， 共有来自 42 所大学的

65 支球队参加了男子超级组 、 男子校

园组、 女子甲组、 女子乙组和高职组五

个组别的比赛， 近万名学生球员参与其

中， 在 14 个赛区上演了 167 场精彩对

决。 最终， 东华大学队包揽男子校园组

和男子超级组冠军，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

业学院捧起高职组冠军奖杯 ， 上海大

学 、 上海体育学院则分别获得女子甲

组、 乙组冠军， 五支冠军队伍的主教练

分别荣获各组别 “最佳教练” 奖。

颁奖主题活动通过丰富的互动形

式， 全方位、 多角度地还原大学生足球

赛场的真实故事， 讲述一个个平凡而伟

大的足球梦想。 全国校园足球专家委员

会委员、 上海市足球协会主席朱广沪与

知名教练吴金贵也现身颁奖活动。 吴金

贵结合丰富的执教理念， 为上海市大学

生足球联盟发展建言献策， “大学生球

员的学习能力更强， 教练员也应当利用

他们的这一优势 ， 打破常规 、 敢想敢

做， 多吸收国内外职业足球的先进训练

理念， 利用开放的思维挖掘出更多优秀

的足球人才。”

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自成立以

来， 以足球立德树人为使命， 扎实开展

竞赛、 培训、 活动等方面的工作， 各项

赛事的社会影响力日益提升， 各高校已

把参与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赛事当作

每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纷纷拓展各组别

队伍建设， 着力提升队伍水平。 未来，

上海市大学生足球联盟还将进一步提升

联赛精神内涵， 提高校园参与者的文化

素养。

2018年中国体育彩票

筹集公益金670亿元
本报讯 （记者谷苗 ） 2018 年是建

设负责任、 可信赖、 健康持续发展的国

家公益彩票的重要一年。 据统计， 中国

体育彩票 2018 年销量 2869.16 亿元 ，

筹集体彩公益金 670.03 亿元 。 在公益

金筹集量取得新突破的同时， 体育彩票

牢牢把握国家公益彩票的职责和使命，

为体育事业和国家公益事业的发展做出

贡献。

2018 年 ， 体育彩票作为体育事业

生命线的作用更加凸显。 得益于体彩公

益金的支持， 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从遍布社区公园的健身路径 、 15 分钟

健身圈， 到偏远山区的 “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 从马拉松、 广场舞到丰富多彩

的群众体育赛事， 公益体彩全面贴近百

姓的健康生活。 由体彩公益金助力培养

的 “小球王” 们亮相俄罗斯世界杯， 中

国少年的足球梦有了更真实的模样； 全

民健身主题即开票的发布使得扫码看健

身视频成为现实； 世界冠军助阵的全民

健身达人秀， 以最接地气的方式让体彩

公益理念在年轻群体中广泛普及。

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 竞技

体育发展得到有力保障。 雅加达亚运会

上， 孙杨、 施廷懋、 陈艾森等体彩公益

形象大使光芒耀眼。 作为 2022 年亚运

会举办地， 杭州已开始了相关的筹备活

动， 新建的五个场馆以及多个改扩建场

馆均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随着冬奥

会进入 “北京时间”， 体彩公益金通过

补助国家队训练、 改善国家队转训基地

条件、 修建冬奥训练比赛场馆场地等助

力冬奥健儿的同时， 广泛支持群众性冰

雪运动的开展， 为普通百姓尤其是青少

年参与冰雪运动创造条件， 为普及冬季

运动、 扩大体育人口、 提高运动水平发

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 中国体育彩票一如既往

地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在脱贫攻坚的关

键之年， 以体彩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

的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 聚焦深度贫困

地区开展扶贫工作。 此外， 体彩公益金

为社会保障事业、 红十字事业、 救灾赈

灾 、 医疗卫生 、 教育助学 、 残疾人事

业、 文化艺术等多项社会公益事业提供

了重要支持。 关注困难群体、 关爱环卫

工人、 关爱革命老区……中国体育彩票

汇聚起全国购彩者的点滴爱心， 一次次

载爱出发。

2018 年 ， 中国体育彩票的公益属

性和社会属性在实践中得到社会充分认

可。 体育彩票持续开展社会责任建设，

国家体彩中心发布了第一份社会责任报

告 ， 以 “公益体彩 ， 乐善人生 ” 为主

题， 对体育彩票的责任管理和责任实践

进行了全面的展示。 世界彩票协会授予

国家体彩中心世界彩票协会责任彩票三

级认证等级证书。 《体育彩票责任彩票

公众手册》 陆续发放到全国各地的销售

场所内和广大购彩者手中， 向公众介绍

体彩公益属性和责任彩票理念， 引导理

性购彩行为。

2019 年 ， 体育彩票将迎来全国统

一发行 25 周年。 体育彩票公益金的使

用将更加聚焦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集

中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这片星空冰场让城市更生动
沪上首片户外真冰场亮相东方明珠，中国冬奥首金得主杨扬圆梦———

伴随着绚烂灯光与动感音乐，东方

明珠塔下，一片 600 平方米的露天星空

冰场惊艳亮相，让申城地标变身奇幻的

冰雪世界。

“一座城市的活力，因体育而变得

生动。 在上海这座摩登城市，在东方明

珠塔下这么有代表性而又浪漫的地方，

让我们在冰场上来场浪漫约会吧，这是

我发自内心的邀请。 ”看着晶莹冰面上，

孩子们欢乐滑行的天真笑颜，中国冬奥

会首金得主杨扬难掩激动，连叹有种梦

想成真的幸福感。这是上海第一片户外

真冰场，也是她十余年前许下的愿望。

“十多年前在纽约，也是一个夜晚，

我经过洛克菲勒广场的户外冰场，唯美

的灯光，滑冰的情侣，一切都与我熟悉

的冰场不一样。 ”正是那种“不一样”，深

深击中了杨扬的内心。 在长达 23 年的

运动员生涯里，这位短道速滑的领军者

也曾习惯于在训练场日复一日地滑行，

专注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 退役后，她

进校园深造，加入国际体育组织，开始

用更广阔的视角看体育。 “当时特别感

动。 觉得那种生活方式才是运动的本

质，体育的价值并不仅仅是竞技赛场的

高光，还有很强的社会属性。 ”从那一刻

起，在国内南方城市打造一片户外冰场

的愿望，就在杨扬心里埋下了种子。

日后很多次出差旅行，不同时节不

同国度， 户外冰场带来的欢乐氛围，总

能让杨扬心中泛起涟漪。 直到今年，心

愿终于实现，作为“冰飞扬”上海东方明

珠冰上嘉年华活动的发起人，杨扬与团

队成员将如梦似幻的星空冰场呈现给

申城市民和游客， 在 50 天的时间里带

给大家别样的冰雪体验。

“我们从荷兰引进了造型可爱的助

滑器，让零基础的孩子也能上冰。 巡冰

员和专业教练可以协助和指导体验者

滑行，周末晚上还有冬奥会项目的展示

表演。 ”杨扬介绍说，为了让上冰者有更

好体验，她与团队成员从场地选址到灯

光设计等每个环节都几经考量，“在娱

乐方式多元的当下，希望用时尚新颖的

冰场和活动，吸引更多人了解、体验冰

雪运动，特别是抓住年轻人的心。 让大

家更近距离地接触冬奥项目，才能更好

地激发兴趣，推动项目普及。 ”

终于实现了打造户外冰场的梦想，

在杨扬推广冰雪运动的梦想版图里，这

其实只能算是一个“小目标”。国际奥委

会委员八年任期到期之后，杨扬改任国

际奥委会市场开发委员会委员，同时担

任 2022 年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主

席、国际滑冰联合会理事等职务。 置身

国际体育组织的“高点”，杨扬为国内外

顶级赛事和项目整体发展出谋划策。与

此同时， 身为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创始

人， 她深入基层青少年培训第一线，挖

掘和培养未来之星。

“很多人问我，在国际体育组织有

那么多工作， 为何还要创办滑冰学校？

这是一种情怀，一份梦想，也是我认为

想要做、应该做的事。 ”五年前，杨扬来

到上海，创办了国内唯一一座市场化运

作的专业滑冰场。 彼时，北京还未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 体育产业和冰

雪运动的热潮还未兴起，顶着冬奥冠军

光环而来的杨扬，也不得不面临巨大的

运营压力。 “有时开冰一天，没有一个人

来，成本很高，入不敷出。 ”回忆那段“开

荒”时光，杨扬仍感叹煎熬，“周围人都

说不可能做成，但我咬牙坚持下来了。 ”

五年的坚守与耕耘，杨扬和飞扬冰

上运动中心收获市场与专业的双重肯

定。 目前，飞扬冰上运动中心常年在训

的学员稳定在 3000 人左右，与 25 所学

校合作开展冰上运动体育课，九名小选

手入选了国家集训队。 “冬奥会申办成

功，体育产业政策出台，好消息不断传

来。 我们一步步磨合好团队，从大众普

及到专业提升都取得了一些成绩。 ”杨

扬坦言，做成别人眼中“不可能的事”，

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挑战和危机，在

体育产业的汹涌浪潮里，她选择用情怀

与实干应对冲击。 “资本的大量涌入和

撤出，有时会扰乱行业发展节奏。 体育

产业与体育事业不能一分为二，也不能

单纯靠资本驱动，只有通过扩大普及才

能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打造健康的体育

产业消费。 很庆幸，我们把‘练苦功’做

在了前面，所以可以始终稳步向前。 ”在

杨扬看来，推广冰雪运动是“一辈子的

事”，“就像这片星空冰场，只要有梦想，

未来就不是模糊的， 就能跨过所有难

关。 我始终相信体育的力量。 ”

吉尔吉斯斯坦足球今非昔比1 月 7 日是吉尔吉斯斯坦新年假

期的最后一天， 吉国国家男足刚好在

这天完成了亚洲杯首秀。 不过， 这一

天对吉国门将帕维尔·马蒂亚什似乎不

太友好。 正是他的两次失误， 最终让

吉尔吉斯斯坦队失去了惊艳亮相的机

会。 以被逆转的方式落败， 让期待奇

迹的吉国球迷难免有些失落。 不过这

支球队已表现出了巨大进步， 过去十

年他们曾与中国队三次交手， 丢九球

且一球未进， 而这一次， 却让名气比

自己响得多的中国队难过了半场比赛。

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吉尔吉斯人

固有的粗犷勇武的民族性格，让他们颇

为享受足球运动的高强度对抗， 因此，

足球运动一直以来在吉尔吉斯斯坦民

间颇受欢迎。 但受制于资金、基础设施

等条件，该国足球赛事的专业化程度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尽人意。很多不错

的专业运动员出于谋生考量，不得不前

往其他国家的俱乐部效力。更为糟糕的

是，因为国家队比赛较少，本国联赛又

水平有限，早期比赛时甚至没有视频资

料， 一些有意前往海外踢球的运动员，

一度很难得到球探们的关注。

此次亚洲杯，最后时刻被替换进大

名单的帕维尔·希多伦科， 是吉尔吉斯

斯坦队阵中年龄第四大的老将，从少年

队开始，他代表国家参加过各年龄段的

国际赛事，也一直在本国联赛征战。 希

多伦科曾在面对本国媒体时感慨：“在

一些国家，球员只管踢球就好，不用忙

些别的事情，就有丰厚的酬劳。 这在我

们国家是不行的。”他的这番感慨，的确

道出了吉国足球运动存在的一些问题。

近年来，在吉尔吉斯斯坦足协的努

力下，无论是国家队的训练比赛，还是

俱乐部联赛的水平， 都有了很大的进

步。尽管国家队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依

然有限，但吉足协一直坚持组织同其他

独联体国家的友谊赛，为国家队创造更

多的比赛机会。俄罗斯籍教练克里斯蒂

宁从 2010 年起就在吉国联赛执教 ，

2014 年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后， 根据吉

尔吉斯斯坦球员的特点不断调整，最终

带领球队首度闯入亚洲杯决赛圈。

多位德裔球员的加盟， 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整体

实力的提升。此次随队出征的队长埃德

加·伯尔哈特、维塔利·鲁克斯，以及赛

前因伤被换下的维克托·迈尔， 都是此

类球员。前苏联境内曾生活着数量不少

的日耳曼人，但二战爆发后，这些生活

在伏尔加河畔的少数民族被集体迁移

到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目前阵中的

德裔球员均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随着苏联解体，在童年时代便随家人返

回“母国”德国定居。 在 2015 年前后加

入吉尔吉斯斯坦国家队前，他们都长期

生活在德国， 并效力于当地的俱乐部。

这样的经历很受主教练克里斯蒂宁的

重视。他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德裔

终究是德裔，是值得信赖的人……在纪

律性上，他们做到了极致。 ”在他看来，

“无论是吉尔吉斯族，还是俄罗斯族，都

应向他们学习。”也确实，在对中国队的

比赛中，伯尔哈特的定位球和鲁克斯的

突击，都制造了不小的威胁。 虽然输了

首战，对于吉尔吉斯斯坦队而言，实现

小组出线的目标仍有不小的可能性。

（本报比什凯克 1 月 7 日专电）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本报特派记者 陈海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