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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花连续两轮中超排名垫底
进攻缺运气、防守屡犯错，主场1比2不敌华夏幸福

伊哈洛抱着球从对方球门内一路跑

至中圈， 放下球后， 他使劲挥舞双臂鼓

动现场气氛。 刚刚打进赛季首球的尼日

利亚前锋明显憋了一口恶气： 申花队开

场后就展开狂攻， 却在第 30 分钟被对

手河北华夏幸福一次偷袭得手， 4 分钟

后伊哈洛终于扳平比分。 进球方抱球到

开球点的行为通常出现在时间弥足珍贵

的比赛最后阶段， 尼日利亚人 “早早”

这么做， 显然他认为本队应该抓紧时间

继续进攻， 胜利就会在眼前……

现实却是残酷的。 伊哈洛的进球成

了申花昨晚唯一的高光时刻。 主队在此

后的 60 多分钟时间内继续围攻对手 ，

但只开花不结果， 反倒在第 65 分钟被

客队董学升再下一城。 以 1 比 2 不敌河

北华夏幸福后， 申花遭遇主场两连败，

继续被钉在积分榜榜尾。

华夏幸福主教练科尔曼赛后坦言：

“比赛前 20 分钟， 申花拥有更多机会，

不过他们的运气确实差了一点。” 在科

尔曼所说的时段里， 申花已两次获得必

杀机会： 先是第 14 分钟， 客队防线解

围失误， 曹赟定获得直面门将的机会，

但射门被耿晓峰勉强用脚挡出； 两分钟

后， 客队任航再次失误， 伊哈洛获得黄

金机会 ， 申花旧将耿晓峰再次做出神

扑。 而幸运的河北队在第 30 分钟获得

上半时唯一一次射门机会， 就由卡埃比

推射得分。

整场比赛， 申花共获得 26 次射门

机会， 几乎四倍于对手， 但仅由伊哈洛

在第 34 分钟打进一球。 主帅弗洛雷斯

赛后对此表示遗憾： “从比赛过程看，

我们比对手踢得要好 ， 尤其是前面 60

分钟， 我们保持着高强度的进攻， 也应

该通过这些机会先取得进球。” 缺少运

气并非申花失利的全部原因， 弗洛雷斯

认为， 本队后卫线上出现了不应该出现

的致命错误。 第一个失球， 久疏战阵的

中卫毕津浩被卡埃比一个假动作轻松晃

过， 而第二个失球则是另一位中卫栗鹏

铲球解围 “助攻” 董学升。

本场比赛赛前， 申花因为纪律停赛

与国字号抽调而缺兵少将。 弗洛雷斯昨

晚将毕津浩、 王伟、 张璐等替补球员列

入首发阵容中 ， 这几位边缘人发挥尚

可， 弗洛雷斯赛后也对他们的表现表示

比较满意。 反倒是莫雷诺以及本场比赛

被罗梅罗顶替的瓜林这两位昔日绝对核

心， 本赛季似乎出现了状态滑坡。

自 2013 年那个被罚 6 分起步的赛

季首轮以来， 申花从未出现在中超积分

榜尾， 如今连续两位排名垫底， 这已经

敲响了警钟。 对申花而言， 最大的利好

消息是迎来了一个为期三周的间歇期，

弗洛雷斯表示： “在间歇期后， 一些队

员将陆续归队， 我们在人员方面会得到

充实。 尽管开局不理想， 但我们一定将

会有更好的表现。”

探索公共体育服务惠民新模式

“静安体育公益配送”服务项目正式上线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为满足市民多

元化、 多层次的体育健身需求， 申城公

共体育服务持续升级， 在丰富场地供给

和全民健身赛事活动的同时， 不断推出

惠民便民举措。 上周四， “静安体育公

益配送” 服务项目正式上线， 开创对市

民自主健身消费进行补贴的新模式。 凡

生活、 工作、 学习在静安区的市民， 均

可领取体育公益配送券， 前往 40 余家

指定健身场馆享受优惠减免。 目前， 配

送服务已覆盖 11 个运动项目， 全年目

标服务市民 10 万人次。

作为全市首创的一项体育公共服务

举措， “静安体育公益配送” 按照 “政

府贴一点， 场馆让一点， 居民出一点”

的原则， 充分整合社会体育服务资源，

吸引更多市民参与体育健身并获得实

惠， 同时又通过引导市民体育消费， 反

哺社会经营性健身场所、 民营中小体育

企业发展， 构建市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

展的良性循环。

体育公益配送券主要通过 “静安体

育公益配送” 微信小程序发放。 每天 8

时 ， 统一发放额度分别为 20 元 、 35

元、 60 元和 80 元的公益配送券， 发放

数量约为每天 420 张， 每人每周最多可

领取 5 张， 配送券有效期为 14 天。 市

民领取公益配送券后， 可在有效期内自

主选择至任意定点单位参与配送项目的

健身， 通过微信小程序进行移动在线支

付时， 勾选账户下可用配送券即可直接

抵扣相应金额。

除市民线下参与健身活动外， 该项

服务其余流程均通过互联网进行。 市民

可通过微信小程序轻松定位身边的健身

场所、 查看体育赛事活动信息、 进行自

助结算消费， 方便快捷。 平台引入的经

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认证的可信

区块链系统， 一方面有效保证了配送各

环节信息、 资金的安全性和透明性， 同

时也为体育管理部门充分了解市民健身

需求、 优化配送服务方案、 完善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以及推进体育产业发展， 积

累和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撑。

上海男篮距季后赛仅差一胜

对于为 CBA 季后赛名额进行最后

冲刺的上海男篮而言， 这是一个完美的

夜晚， 一切都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前进。

本轮之前， “大鲨鱼” 与身前的广

州、 浙江两队均相差一个胜场， 而三队

中仅有两支球队可以上岸。 这意味着即

便在常规赛最后两轮全胜， 上海队依然

无法确保季后赛席位， 但巧合的赛程成

了意外助力———广州男篮本轮的对手正

是浙江。

过去一周， 上海男篮先是以 30 分

劣势惨败给直接竞争对手浙江队， 后又

在客场意外负于早已出局的同曦， 原本

的大好形势几乎被挥霍殆尽。 但在昨夜

的 CBA 常规赛第 45 轮， 面对核心约瑟

夫·杨缺阵的江苏同曦， “大鲨鱼” 并

未让不幸的故事重演 ， 主场以 110 比

78 拿下了这场不容有失的比赛 。 挣扎

了小半个赛季的弗雷戴特找回火热手

感， 得到全场最高的 38 分， 老将刘炜

也打出了久违的亮眼表现 ， 高效砍下

18 分。

这场胜利过后， 无论另外两位竞争

对手战况如何 ， 都将有一支的战绩被

“大鲨鱼” 追平。 但广州与浙江孰胜孰

负 ， 对于上海队又有着本质上的不

同———“大鲨鱼” 与这两队的相互成绩

皆为一胜一负， 但小分略逊于浙江、 又

小胜广州， 而粤浙之战的结果恰好符合

上海男篮的希望： 浙江队获胜。

浙江队在客场以 120 比 106 轻松取

胜， 这场大胜令浙军在小分上也超越了

广州队 ， 已经确定踏进了季后赛的大

门。 即便常规赛末轮浙江队告负， 而广

州与上海两队同时获胜， 三队积分、 胜

负关系相同， 但浙江队仍将凭借着三队

范围内的小分优势稳居第 11 位， 更何

况其末轮对手是联赛排名倒数第三位的

四川队， 输球的可能性并不大。 反倒是

上海队与广州队将分别在主场对阵排名

第七的福建和第九的吉林， 结果尚难定

论。 考虑到福建队的排名已不会变动，

而吉林仍有被江苏反超的可能， 因此上

海男篮遇到的阻力或许会更小一些。 倘

若能在常规赛末战获胜， 无论另一边的

结果如何， “大鲨鱼” 都将挤上季后赛

末班车。

“形势对我们来说很严峻， 我告诉

队员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必须每一场

都全力以赴。” 上海男篮主帅李秋平赛

后表示， “还有一场比赛， 最关键的还

是要做好自己。”

女子中巡赛引入虚拟体验

本报讯 自 2013 年中国女子职业高

尔夫球巡回赛加入世界高尔夫女子积分

排名系统以来， 已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逾

2000 名球员通过该赛事获得世界积分，

如今女子中巡赛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扩

大自身影响力。

上周， 女子中巡赛与致力于青少年

培养与高尔夫推广的深圳市衡泰信科技

有限公司达成官方合作。 除了在本赛季

女子中巡赛中挑选八站设立一杆进洞奖

外， 本次合作的另一大亮点则是引入一

项高科技———双方将联合举办两场线

上虚拟职业/业余配对赛 ， 使得不同水

平的高尔夫爱好者能不受距离、 时间、

空间的限制， 体验高尔夫运动的乐趣。

作为球员代表 ， 中国选手黎佳韵表

示 ：“现在中国高尔夫运动还处在艰难

的阶段 ， 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一方式重

新认识这项运动 ， 推动高尔夫行业的

发展。”

（谢笑添）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中超积分榜
（截至第 2 轮）

队名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积分
上港 2 0 0 7 2 6

国安 2 0 0 5 0 6

恒大 2 0 0 4 0 6

深圳 2 0 0 5 2 6

山东 1 1 0 3 2 4

江苏 1 0 1 5 5 3

武汉 1 0 1 1 1 3

河北 1 0 1 3 4 3

富力 0 2 0 5 5 2

大连 0 2 0 4 4 2

河南 0 2 0 3 3 2

重庆 0 1 1 2 6 1

泰达 0 0 2 2 4 0

人和 0 0 2 0 2 0

天海 0 0 2 1 5 0

申花 0 0 2 1 6 0

小众冰壶在申城校园播种未来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纯业余“学生军”征战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

带着 1 胜 8 负的战绩，中国大学生

男子冰壶队结束了第 29 届世界大学生

冬季运动会的征程。 单从竞技层面来

看，如此成绩难尽人意，但竞技从来不

是体育的全部，成绩也并非参赛价值的

唯一考量。对于这支全部由上海对外经

贸大学在校生组成的纯业余 “学生军”

而言，大冬会之行足以成为他们大学生

涯最珍贵的回忆，也让冰壶运动在南方

校园里播种下更美好的未来。

“我一辈子可能就一次机会代表

国家做一件事。 虽然训练很 ‘虐’， 也

有扑面而来的压力， 但能参加世界顶

级赛事的宝贵机会大家都很珍惜。” 作

为队长， 来自新闻专业大四的胡晨威

练习冰壶不过三年多时间， 而他的队

友有些接触冰壶仅仅一年。 与身边大

多数同学一样 ， 跨入大学校门之前 ，

胡晨威甚至不知道有冰壶这项运动 ，

“直到大一参加冰壶社团， 才对这个项

目有所了解， 玩了一段时间觉得很喜

欢， 就一直练到现在。”

从陌生到熟悉 ， 因参与而热爱 ，

胡晨威与冰壶的这般缘分， 其实每年

都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校园里上演。

作为一所地处南方的非体育专业院校，

自 2012 年开展冰壶运动以来， 一条贯

穿体育课 、 社团和校队的 “冰壶之

路”， 引领着在校生们走近这项小众冬

季运动。 “通过体育课的了解， 有兴

趣的学生加入社团， 他们中的一部分

又被选入校队， 形成了很好的梯队建

设模式和冰壶氛围。” 曾是冰壶国家队

成员的徐晓明， 此次以教练身份带队

出征大冬会 。 在他看来 ， “学生军 ”

因接触冰壶晚 、 训练时数相对较少 ，

基本功和战术执行能力都与专业选手

有差距 ， 但从项目发展来看 ， 校园

“冰壶之路” 是更有价值的普及模式。

“让非专业的大学生去参赛， 成绩可能

不太理想 ， 但我们需要更多人了解 、

懂得冰壶运动， 愿意欣赏和参与进来，

这有利于慢慢培育冰壶市场， 带动整

个项目的推广和产业发展。”

如徐晓明所言， 站上大冬会舞台

的 “学生军” 与校园里所有参与过冰

壶运动的莘莘学子， 如同一颗颗 “种

子 ” 将这项运动植入更广阔的土壤 。

他们未来或许不一定能成长为高水平

选手， 却能从这项运动中汲取受益终

身的养分， 成为推动项目发展的代言

人。 “比赛过程或许会遗忘， 但训练

时不断提升自我的快乐， 几个人为同

一件事去拼搏的团队精神， 大家因冰

壶相认、 成为朋友的经历， 都会一直

陪伴着我们。” 胡晨威说， “去加拿大

训练时， 看到社区里五六岁的孩子和

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起打冰壶， 感觉很

温馨。 以后即使不从事冰壶相关的工

作， 也会把冰壶当作业余爱好， 有时

间就约上以前的队友去打比赛， 哪怕

手感不如从前， 过程也一定很享受。”

而在大冬会男子冰壶队领队、 上

海对外经贸大学体育部主任崔树林看

来， 对于学生体育赛事， 除了争创佳

绩， 引领学生全面发展是更重要的内

涵， 而这背后是对体育育人功能的不

懈追求。 “如果急功近利一味求成绩，

这条 ‘冰壶之路’ 不会有生命力， 不

可持续。” 崔树林坦言， 在大学校园推

广冰壶运动七年时间， 兼顾项目发展

与人的培养是一直以来的坚持方向 ，

“哪怕放弃暂时的成绩， 也要从冰壶运

动和学生发展的角度长远考虑， 这条

路才能越走越远。”

就在不久前，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取得了举办冰雪项目高水平运动队的

资格 ， 这意味着这支高校冰壶队伍 ，

可以招收少数从事过专业训练的学生

入队， 看似多了一条提升成绩的捷径。

崔树林却直言： “我们还是坚持 ‘体

育明星从校园走出来’ 的理念， 更多

地从普通大学生中发现和培养人才 。

希望以高水平运动队作为 ‘龙头’， 向

下延伸至中学、 小学、 幼儿园， 让更

多孩子参与进来， 同时搭建大学生联

赛体系、 建立社会俱乐部， 利用我们

的优势起到项目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引

领作用。”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 “北冰南

展西进东扩” 的大背景下， 尽管依然

面临场地不足、 高水平教练紧缺等困

境， 冰壶运动在申城校园的未来依旧

可期。

■本报记者 谷苗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男子冰壶队代表中国登上世界大冬会舞台。 新华社发

中国短道队在苦涩中等待蜕变
连续两年世锦赛带着“零金牌”的尴尬铩羽而归

昨夜在保加利亚举行的短道速滑

世锦赛男子 5000 米接力决赛， 若非在

最后一次交接棒时迟疑片刻，中国队或

许不必又一次带着“零金牌”的尴尬铩

羽而归。 正如人们时常强调的那样，短

道速滑本就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项目，

但韩国选手似乎总能统治这项运动，无

论是这场男子 5000 米接力较量， 还是

这一届世锦赛。

一年前，中国短道队连续十年世锦

赛有金牌入账的纪录在加拿大蒙特利

尔被终结，但那时距离平昌冬奥会落幕

还不到一个月，外界尚能以队伍疲劳与

人员调整作为解释，然而如今，人们不

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短道速滑

已步入了苦涩的新老交替期，这一阶段

会持续多久，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

队三年后在北京冬奥会的命运。

在夹缝中艰难前行

即便不再如一年前的冬奥会那般

拥有主场优势，这一次韩国选手依然以

8 金 5 银 2 铜的成绩牢牢统治着这个

项目。 这似乎是人们司空见惯的场景。

但在过去一年，韩国短道队其实也发生

着改变———上届世锦赛，韩国队的成绩

与今年相仿，但更多得益于女队包揽全

部六金的表现，而本届赛事未让任何金

牌旁落的则是韩国男队。韩国女选手成

绩下滑很大程度源于内部混乱，崔敏静

与沈锡希的内讧，以及前主帅赵宰范被

曝光的一系列丑闻，对这支王者之师产

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阳盛阴衰”的格局同样也是中国

短道速滑队这些年来的写照。随着武大

靖、任子威等中生代的成熟，中国男队

迅速成长，而在本届世锦赛上女队仅有

的亮点，依然是因屡屡在关键时刻表现

失常而备受争议的范可欣。纵然近况截

然不同，中国短道男女队都面临着一个

共同的问题：中长距离缺乏竞争力。

去年两破世界纪录的武大靖是中

国队最具把握的夺金点，但其主项男子

500 米本就充满变数，竞争者又大多实

力接近。 其中，韩国选手林孝俊在国际

滑联上月公布的男子 500 米世界排名

中力压“中国一哥”，黄大宪则继承了徐

一拉等韩国前辈剽悍的比赛风格，本届

赛事频现的危险动作也使其处在了舆

论的风口浪尖。 在短距离上，中韩选手

实力还在伯仲之间，而在武大靖并不擅

长的中长距离项目中，韩国选手优势明

显。其中，男子全能、1000 米、1500 米以

及 3000 米四枚个人项目金牌均被林孝

俊囊括。

女子赛场，近年来崛起的欧洲势力

成了中国队的新威胁。自从多个国家采

取将各自短道速滑队伍集结在同一场

地合练的方式后，以荷兰、俄罗斯、匈牙

利为代表的欧洲短道速滑实力迅速攀

升，涌现出了一批天才选手，其中就包

括本届世锦赛囊括女子全能、1000 米、

3000 米三枚金牌的荷兰选手舒尔廷 。

目前，女子全部四个个人项目的世界第

一均为欧洲选手把持。尽管本届赛事中

国队也派出了臧一泽、范可欣、曲春雨

等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将，但在中长距离

皆表现平平，最具竞争力的女子 500 米

还面临着以舒尔廷、鲁伊嘉文为代表的

欧洲选手以及崔敏静等韩国选手的夹

击。最能体现一支队伍整体水准的女子

3000 米接力， 中国队甚至因为此前在

世界杯系列赛事表现太差，而未能入围

本届世锦赛。

执法尺度依旧未能适应

平昌冬奥会的短道速滑赛场，除了

武大靖那枚意义深远的金牌，围绕着韩

国队的种种争议判罚成为国内舆论谈

论最多的话题。 这一次，武大靖在男子

500 米决赛后向黄大宪伸出的小拇指，

以及那句“能不能让短道速滑的场地干

净一点”，再度引发了争议。

在那场离奇的决赛里，武大靖总共

起跑了四次。前两次重赛分别由于黄大

宪与刘少林的抢跑，根据规则后者被罚

出局；第三次的起因正是黄大宪与武大

靖那次疑点重重的身体接触。根据录像

回放，中国选手是被黄大宪在内线超越

时绊倒，但在此之前，武大靖的胳膊确

实与对手有过接触。重赛的判罚受到了

武大靖的猛烈抨击。但无论黄大宪的动

作是否犯规， 或是叫停比赛是否合法，

这些问题在业内也未有定论。兼任中国

滑冰协会顾问的国际级裁判曲励就认

为，这是裁判“出于保护运动员考虑”的

正常举动。

在利用规则这件事上，韩国选手向

来不加掩饰。男子 3000 米决赛，黄大宪

为了确保队友林孝俊夺冠，不惜以被取

消成绩为代价，在冲线时恶意阻挡俄罗

斯选手叶利斯特拉托夫的场景即是最

好的证明。 但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在

对于规则的理解与合理使用方面，韩国

选手确实走在了更前面。

“短道速滑项目有其特殊性，裁判

是竞争的一部分， 裁判的判罚标准、国

际标准是每个运动员和运动队都要学

习体会的。 ”在带队启程前往保加利亚

前，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短道速滑

队主教练李琰就曾强调过这一点，而这

也成了中国队在新老交替过程中的新

功课。 本届世锦赛，在以老将为主的阵

容中也出现了孙龙、杨帅等新面孔。 对

于他们而言，第一次世锦赛之旅不仅意

味着从未经历过的竞争环境、 心理压

力，还有国际裁判的执法尺度。事实上，

在不久前刚结束的国内短道速滑精英

联赛中，李琰就引进了两位有过冬奥会

经历的外籍裁判。

在短道速滑项目的执法尺度与标

准过去数年发生诸多变化的大环境下，

对于运动员的要求也比以往更严苛 。

“要敢打敢拼，还要不犯错误。 ”这是李

琰对运动员们的期许，也是中国短道速

滑在未来很多年都要直面的难题。

武大靖 （右） 赛后向韩国对手亮出小拇指。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