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短道教练赵宰范获刑18个月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沸沸扬扬的

韩国短道速滑队施暴案昨天进行二审宣

判。 因涉嫌在 2011 年至 2018 年平昌冬

奥会期间， 多次殴打冬奥会金牌得主沈

锡希在内的四位运动员， 前韩国短道速

滑队教练赵宰范最终获刑 18 个月，刑期

较一审判决时增加了 8 个月。

据韩联社报道， 法院在二审判决中

指出，考虑到施暴时间、程度及结果，被

告人所谓 “惩戒运动员训练时的不认真

态度”和“通过暴力方式提升竞技水平”

的说辞均不成立。此外，被告人还曾通过

体坛人士向受害者施压要求和解， 对后

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据此判断，受害

者此前与被告人达成和解并非自愿。

对于赵宰范而言， 更严厉的惩罚尚

未到来。以上指控只针对其体罚行为，而

在去年 12 月，沈锡希还曾向警方提交起

诉书， 称赵宰范曾在 2014 至 2018 年这

四年间多次对自己实施性侵。 这一指控

在被媒体曝光后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在

韩国体育界掀起了一股反性侵运动的浪

潮。对于赵宰范的这一行为，韩国检方计

划在彻查后再度对其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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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剧情里藏着尴尬的现实
男排联赛决赛连续四年上演京沪对决

过去 16 年来， 京沪两强从未同时

缺席过男排联赛决赛， 两队在书写着豪

门传奇的同时， 也折射出联赛发展的无

奈与悲哀。 同样是直落三局取胜， 同样

以 3 比 0 的总比分晋级， 昨夜举行的男

排联赛半决赛第三场， 上海队与北京队

照着如出一辙的剧本， 分别淘汰江苏与

山东，连续第四年相逢决赛，剧情就如同

外界在赛季之初预料的那般。

比赛的过程并不如比分显示的那般

悬殊 。 面对在网前占尽优势的上海男

排， 主场作战的江苏队在第一、 三局开

局也曾实现过短暂压制， 然而每每到了

关键时刻， 胜利的天平总会朝着客队那

边倾斜。 这是上海男排多年积淀而成的

王者底蕴， 除了实力相仿的北京男排，

目前的联赛中再也找不到其他力量能与

之抗衡， 联赛第二阶段两队的胜率将其

余球队远远甩在了身后。 这是上海排球

的财富， 也是本就在世界上竞争力平平

的中国男排的悲哀。

随着京沪两强双双晋级， 排球迷们

不必去体验中国排协那诡异的赛程安

排———继首阶段比赛采取七天六赛的赛

会制后， 男排联赛的半决赛又被离奇地

拆分成两部分 ， 前三场在 1 月下旬开

打， 可能举行的第四、 第五场对决则被

安排在了春节假期之后。 两段间隔近半

个月， 足以消磨外界对于男排联赛本就

不多的热情。 不过， 即便躲过了半决赛

被春节假期拆得支离破碎的尴尬， 球迷

们还不得不接受决赛将在整整 25 天后

才开打的现实。

尽管有媒体猜测决赛日程可能因半

决赛过早水落石出而提前 ， 但目前来

看， 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变似乎并

不现实。 根据赛程， 男排联赛全明星周

末被安排在了 3 月 23、 24 日， 此时距

离决赛落幕至少已过去了两周。 这一安

排是为了避开外界过去对全明星赛的最

大质疑———这项表演赛以往多安排在赛

季中期， 明星运动员们在比赛时难免有

所保留。 由于全明星赛涉及大量场馆布

置、 赞助商权益、 城市宣传工作， 几乎

不存在改期可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倘

若总决赛赛程提前， 也就意味着全明星

周末与赛季落幕间隔过久， 外界对联赛

的关注度很可能早已达到冰点。

在中国， 对于男排联赛的关注已成

为一项 “硬核 ” 的爱好 ， 媒体关注寥

寥， 赛程错综复杂且只提前一周发布。

若无法现场观赛， 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社

交网络获取零散的信息。 讽刺的是， 已

进入尾声的这个男排联赛赛季， 被普通

体育迷所记住的， 恐怕只有八一队主教

练陈方将球怒砸队员的画面。 甚至， 连

电视转播都成了奢望。 昨晚上海与江苏

的半决赛关键战役， 无论央视或是地方

台均无转播， 球迷们只有通过为数不多

的网络渠道才能见证全程。 传统电视转

播渠道缺席的窘境， 对于男排联赛而言

并不陌生， 但在排球联赛整体向国家队

利益妥协的大环境下， 甚至连热度远高

于男排的女排联赛都已陷入类似困境，

重要赛事不播或只在移动端播出已成普

遍情况。

若要在尴尬的现实中寻得些许慰

藉， 也只能通过这看了一年又一年的京

沪对决。 毕竟， 这场冤家路窄的决赛所

呈现出的是中国男子排坛最高水准的表

演， 尤其是双方通过备受争议的二次转

会政策完成补强之后。 然而如果一项联

赛唯有决赛值得收看， 只会使其显得更

加悲哀。

武磊的一小步，中国足球的一大步
“全村的希望”正式加盟巴塞罗那西班牙人俱乐部

16 年前， 一位毫不起眼的小个子

男孩来到了陌生的崇明岛 ， 16 年后 ，

他踏上了巴塞罗那的埃尔普拉特球场。

“那时， 我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憧憬， 但

另一面却是对家乡的留恋。” 回忆起奔

赴崇明的情景， 武磊说当时自己的心

中充满了期许和不舍。 而那份复杂的

情感， 或许与此时并无区别。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武磊正式亮

相西班牙人俱乐部， 开启了崭新的旅

欧征程。 对于这位现今最优秀的中国

前锋而言， 间隔 16 年的两次闯荡有着

一处最大的不同： 11 岁前往崇明， 武

磊为自己的未来而打拼， 但现在， 他

还将承担起为中国足球正名的重任 。

武磊在见面会上说得很坚定： “我要

把自己的能力展现出来， 让世界知道

中国球员也可以在五大联赛立足。”

孙继海之后的十年间， 再无中国

球员可以在欧洲五大联赛站稳脚跟 ，

而在中国足球未来五年甚至十年可能

出现人才断档的大背景下， 不甘心在

中超联赛获荣誉拿高薪的武磊踏出的

这一小步 ， 堪称中国足球的一大步 。

正如华人球迷昨天在埃尔普拉特球场

看台上打出的标语所云： “武磊， 全

村的希望！”

国内舆论期待中有忧虑

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此前在接

受采访时透露了 “西班牙人俱乐部承

诺在球队中给武磊主力位置” 的信息，

但在竞争极为激烈的顶级赛场， 类似

承诺往往敌不过各种情况的迅速变化。

因此， 当武磊披上蓝白相间的西班牙

人队球衣后， 国内舆论对他的前景展

开了热烈讨论。

《北京日报》 在报道中提到， 武

磊即将面临的挑战充满未知数， 尤其

是在亚洲球员最难立足的西甲联赛中：

“在欧洲五大联赛中， 西甲绝对是亚洲

球员最难立足的联赛， 此前仅有伊朗

球员内科南、 日本球员乾贵士还算成

功。 除这两人外， 其他亚洲球员在西

甲大都只是过客。” 文章还引用曾有过

短暂西甲经历的张呈栋的话说 “国内

比赛与西甲最大的差距体现在节奏

上”， 除了适应节奏， 武磊同时还需要

“尽快适应新环境以及获得教练、 队友

和球迷的认可”。

担心武磊在比赛节奏方面遇到困

难的还有 《广州日报 》， 该报的报道

称， “西班牙人曾经对武磊进行考察，

这已经证明武磊在能力方面并没有问

题， 只是中超和西甲的节奏完全是两

个层次的概念， 武磊需要在这一段时

间好好观察并且学习。”

“澎湃新闻” 认为， 真正的考验

或许将从下赛季开始， “武磊在过去

几年联赛中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中国最

优秀的球员， 他是在自己最成熟的年

龄留洋， 而武磊最终自己选择了西班

牙人， 这意味着双方肯定会在出场机

会这方面有所约定。 武磊的受伤也让

他要休养一段时间， 如果能够赶在赛

季结束前复出， 在西班牙人完成保级

后， 武磊肯定可以获得几场比赛机会。

他真正的挑战将从下赛季开始， 届时

他需要去征服主教练和队友。”

《体坛周报》 在谈到武磊的留洋

前景时表示， 情况可能不会像某些球

迷所想的那样乐观， 但也不必过于悲

观， “虽然西班牙人的三名前锋实力

超群，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他们在一线

队的阵中只有这三名正牌前锋， 最近

的几场西甲 ‘鹦鹉’ （西班牙人队的

昵称） 都将 B 队球员坎普萨诺报名到

大名单内。 武磊挤掉他进入名单， 想

来还是不成问题的。”

西媒主流持欢迎态度

武磊的留洋让国内球迷群情激昂，

而西甲赛场迎来了一位中国球员， 同

样也成为了当地媒体讨论的热点话题。

西班牙 《先锋报》 就撰文分析了

武磊的加盟。 该报认为， 尽管武磊对

于欧洲足坛来说很陌生， 但他在中国

是传奇般的人物， 甚至分析称， 从数

据上看武磊像梅西， 踢球风格特点上

则像大卫·比利亚。 “越来越多强力外

援云集中超联赛， 但武磊还是进球能

力最强的射手。 他在上赛季打进 27 球

获得金靴， 并连续六个赛季收获本土

最佳射手。 武磊将给西班牙人带来非

常大的帮助。 西班牙人的主力中锋是

博尔哈， 武磊可以在他身边灵活地出

现， 为进攻线提供帮助。 不过， 武磊

目前有伤在身， 何时能够复出还是一

个未知数。” 与此同时， 《先锋报》 还

公布了一 项 民 意 调 查 ， 结 果 显 示

77.8%的球迷认为引进武磊是笔好签

约， 他可以给球队带来进球。

西班牙 《国家报》 采访了曾经在

中国执教数年的著名教练曼萨诺，后者

对武磊赞赏有加。 “这位球员最近几年

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他已经成为了一名

全面的前锋，他有进球，还有助攻。 ”曼

萨诺相信武磊能适应西班牙足球，“我

认为大家必须要有耐心，就像对那些从

南美、非洲或者欧洲小联赛来的球员那

样。这是一位好球员，他与奥斯卡、胡尔

克组成了强大的攻击组合。之前中国联

赛的最佳射手往往都是外籍球员，是他

打破了这个惯例。 ”

有人看好自然也有人唱衰， 《阿

斯报》 便是不看好武磊的西班牙媒体

之一， “西甲联赛强调技术， 这对于

武磊来说是一大挑战， 留给他的空间

不会像以前那样多。 其次， 就是语言

问题了， 他需要先学习西班牙语。”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归化球员初现星星之火

阿联酋亚洲杯仍在进行之中， 卡

塔尔队在半决赛中以 4 比 0 完胜阿联

酋队一战， 让外界进一步看到了归化

球员对快速提升一支球队实力的作

用。 而中国足球也加快了归化球员的

相关工作。 就在半年前， 当肖高进代

表鲁能 U19 队参加潍坊杯时， 外界还

对中超俱乐部归化球员的未来将信将

疑 。 时至今日 ， 广州恒大 、 北京国

安、 山东鲁能等队已将多位拥有中国

血统的球员列入归化目标， 其中某些

球员以内援身份加盟只差官宣。

目前距离中国赛场最近的两名归

化目标便是侯永永和尼古拉斯·延纳

里斯。 早在一周前， 两人便已经出现

在了北京国安队海外集训的阵容中 。

国安方面表示， 最近几天俱乐部将官

方宣布一批人员引进， 其中包括身体

条件出色的门将， 也有基本完成相关

手续办理的归化球员， 这些球员正跟

随球队在葡萄牙冬训， 并有着稳定的

发挥 。 出生于 1998 年的中场侯永永

此前效力于挪威超级联赛球队斯塔贝

克， 上赛季挪超出场 23 次， 其中 19

次首发； 而后腰延纳里斯出生于 1993

年 ， 之前效力于英冠球队布伦特福

德。 这二人的母亲均为中国人， 也都

出身于名门青训， 侯永永来自罗森博

格， 延纳里斯则由阿森纳培养。

广州恒大也在归化球员方面进展

迅速 ， 来自埃弗顿的 24 岁后卫泰亚

斯·布朗宁同样接近官宣 。 正在迪拜

集训的恒大队在与斯洛伐克斯利纳队

和拉脱维亚里加队的两场热身赛中 ，

均派布朗宁出战。 据恒大俱乐部某官

员表示，只要归化手续顺利，布朗宁的

加盟只是时间问题。 布朗宁的爷爷是

中国人，他曾入选英格兰 U20 队，由于

近年发展不畅， 已几乎不可能与英格

兰队有缘。 此外，恒大的另一名归化目

标也浮出了水面， 现效力于秘鲁体育

大学队的萧周 （Roberto Siucho Neira）

昨天已经离开秘鲁赶往恒大。 萧周的

爷爷出生于广东，上赛季这名 21 岁的

中前场球员代表秘鲁体育大学出场 34

次， 并曾先后入选秘鲁 U15、 U17 和

U20 队。

除了半年前引发争议的肖高进 ，

山东鲁能还正追逐另一名潜在归化球

员———21 岁的葡萄牙人佩德罗·德尔

加多， 近日他已与鲁能队会合， 并且

参加了球队的训练。 德尔加多出生于

1997 年， 可以踢右边锋、 中前卫和后

腰等多个位置， 曾入选过葡萄牙各级

国青队， 也参加过世青赛。 俱乐部方

面， 德尔加多此前效力于里斯本竞技

B 队， 上赛季在葡甲联赛出场 29 场打

入 6 球。 而根据最新的消息， 肖高进

目前已经被鲁能俱乐部租借至鲁能巴

西 DB 俱乐部， 2014 年鲁能体育收购

巴西体育俱乐部， 并改名为鲁能巴西

DB， 该队一线队目前参加巴西圣保罗

州第三级别联赛。

绿地申花也已经接触过两名目标

归化球员， 去年瑞士华裔球员杨明阳

曾到球队短暂试训， 但未能留用。 此

前一段时间跟随球队在西班牙集训的

加蓬华裔国脚亚历山大·恩杜姆布则

获得了教练组的初步肯定， 目前恩杜

姆布暂时离开球队回国， 处理一些私

人事务， 能否加盟暂无确切消息。 但

恩杜姆布已代表加蓬国家队出战， 他

肯定无法通过更改国籍再为中国队出

战。

根据中国足协此前的规定 ， 国

安、 鲁能、 申花和苏宁作为试点俱乐

部每年拥有一名归化球员的名额， 广

州恒大则是在此后向足协提出特别申

请才获得了 “归化试点” 的资格。 据

悉目前已有俱乐部发出呼吁， 希望中

国足协将每年的归化名额从一个增加

到两个。

■本报记者 陈海翔

上海男乒晋级乒超半决赛

本报讯 （见习记者占悦） 随着方

博回球出界， 赵子豪握拳一声大吼，

上海男乒拿下了本赛季乒超联赛第一

阶段最后一战， 以 12 胜 6 负的成绩

列积分榜第三位， 顺利跻身半决赛。

上海队本赛季开局稍有起伏， 但

凭借着后半程的连胜排名快速攀升，

一度在第 15 轮后登顶积分榜榜首 。

就在外界以为队伍能轻松出线之际，

上海男乒接连负于实力并不算强劲的

江苏队与安徽队。 最后一轮与天津队

的较量， 也成了关键之战。

不同于以往让当家球星许昕肩负

两场单打， 昨日与天津队的比赛中，

上海队由赵子豪 “挑大梁”。 首盘刘

吉康以 0 比 3 被方博横扫。 第二盘，

面对两周前才在匈牙利公开赛上夺冠

的林高远， 赵子豪在先负一局的情况

下连赢三局。 其中关键的第四局， 双

方一路战至 12 平， 赵子豪顶住压力

拿下比赛 。 随后 ， 许昕/刘吉康直落

两局轻取朱霖峰 /任浩 。 第四盘再度

登场的赵子豪， 以 3 比 1 强势击败方

博， 也帮助上海男乒以总比分 3 比 1

锁定胜局。

上海队已实现了 “打入四强” 的

既定目标。 这支全新阵容的队伍， 也

不断带给球迷惊喜。 国际赛事与乒超

联赛双线作战的许昕， 打满 18 轮比

赛， 单打个人排名位列第二。 而刚满

22 岁的赵子豪 ， 本赛季奉献了不少

精彩对决 ， 其中包括 “双杀 ” 林高

远、 力克王楚钦， 还在第 6 轮中将樊

振东拖入决胜局。 上海队主教练徐飞

龙认为， 赵子豪通过近两年的成长变

得更成熟， “他在场上心态更平静，

技战术清晰， 打得也更加自信。” 许

昕也表示， 以往容易在场上 “断电”

或变得慌张的赵子豪， 如今遇到困难

会不断调整。

至此， 进入乒超联赛决赛阶段的

四强全部诞生。 上海男乒将在 2 月 1

日晚迎战山东鲁能， 另一场半决赛则

将在八一队与天津队之间上演。

国乒再度包揽男女单打前三
国际乒联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本报讯 （见习记者占悦） 国际乒联

昨日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 樊振

东与丁宁继续占据着男女单打头把交

椅， 两项单打榜单的前三位均来自中国

乒乓球队。

男单排名中， 樊振东连续 11 个月

排名榜首， 上海选手许昕列第二位， 两

周前在匈牙利公开赛上夺冠的林高远与

日本小将张本智和交换位置由第四位升

至第三。 而五至十位依旧为波尔、 卡尔

德拉诺、 李尚洙、 黄镇廷、 丹羽孝希与

水谷隼。 此外， 马龙排名第 12 位， 梁

靖崑的排名继续上升 ， 来到第 16 位 ，

创造个人职业生涯新高。

女单方面， 丁宁与朱雨玲继续排名

前两位， 在匈牙利公开赛女单项目上折

桂的陈梦则由第四升至第三位。 日本好

手石川佳纯由第三下降至第四位， 排名

五至十位的依旧是刘诗雯、 王曼昱、 伊

藤美诚、 郑怡静、 平野美宇和冯天薇。

尽管包揽男女单打前三位， 但中国

乒乓球队仍未懈怠。将于今年 4 月 21 日

至 28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世乒

赛单项赛，将成为国乒的一次考验。世乒

赛直通选拔赛即将启动， 预选赛在 2 月

12 日至 17 日举行， 决赛阶段则于 2 月

28 日至 3 月 3 日展开，马龙、樊振东、许

昕、林高远、梁靖崑、王楚钦、丁宁、刘诗

雯、朱雨玲、陈梦、王曼昱和武杨直接入

围决赛阶段。而由于近期缺乏训练，备受

关注的张继科已主动放弃此次直通赛。

国乒的对手们也在做着相应准备。

韩国乒乓队的选拔赛激战正酣； 而日本

乒协则在上周公布了世乒赛部分参赛名

单， 水谷隼、 张本智和、 丹羽孝希、 吉

村和弘出战男单， 女单选手则为石川佳

纯、 伊藤美诚、 平野美宇与佐藤瞳， 剩

下两个名额将于今年 3 月产生。

“贺新年”即开型体彩上市
本报讯 农历春节临近， 节日氛围

渐浓， “顶呱刮” 即开型体育彩票 “贺

新年” 上市， 为购彩者送出祝福。

“贺新年 ” 是一款超大票面的新

票 ， 单张面值 20 元 ， 最高奖金达 100

万元。 票面以中国红为主旋律， 采用正

反面设计， 正面印有吉祥祝福语， 背面

为主游戏玩法， 彩票采用金属墨印制，

即使没有中奖也能当窗花使用， 是一款

可以贴的彩票。

该款彩票有 22 次中奖机会， 采用

两同、 找中奖符号、 数字匹配的游戏玩

法， 中奖率高， 中端奖级丰富。 其中，

游戏一玩法为： 购彩者刮开覆盖膜， 在

任意一场游戏中， 如果出现两个相同的

标志 ， 即中得该场游戏下方所示的金

额。 游戏二玩法为： 刮开覆盖膜， 如果

出现 “财” 标志， 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

示金额； 如果出现元宝标志， 即中得该

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倍。 游戏三玩法

为： 刮开覆盖膜， 如果号码中任意一个

号码与中奖号码之一相同， 即中得该号

码下方所示金额。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购彩者可前往上海市内的体彩销售

网点购买 “贺新年” 即开型彩票， 每一

张即开型体育彩票金额中的 20%将广

泛用于包括全民健身、 奥运争光在内的

社会公益事业。 （文彬）

社会足球赛事推介会举行

本报讯 为进一步升级社会足球赛

事， 举办更多市民身边的足球赛， 聚拢

社会资源 ， 2019 年上海市足球协会主

办社会足球赛事推介会昨天举行。 上海

市足协副秘书长陈富贵表示， 欢迎社会

办赛公司、 对足球有投入意愿的企业成

为足协合作伙伴， “我们将在赛事组织

运营、 场馆征集合作、 赛事媒体传播等

多个领域向社会全面开放， 鼓励社会力

量积极参与社会足球平台建设发展。”

今年 3 月起， 在上海举办的足球赛

事活动， 均可通过上海市足球协会网站

平台提出 “上海市足球竞赛活动备案申

请”， 通过备案验证的赛事将在上海市

足球协会网站平台等进行发布。 此外，

办赛企业需在秩序册及官方材料显示备

案号， 市民可通过扫码备案号查询赛事

信息， 上海的各类足球赛事也从此有了

独立的身份识别信息。 （陈海翔）

■本报记者 谢笑添

当家球星许昕打满 18 轮比赛， 率领球队完成赛季目标。 （俱乐部供图）

武磊正式亮相西班牙人俱乐部， 开启旅欧征程。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