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羽获尤伯杯小组两连胜
本报讯 （记者吴姝）在丹麦奥胡斯

举行的汤尤杯 10 日进入第二个比赛日。

中国队在尤伯杯 （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
锦标赛）D 组次轮小组赛中以 5 比 0 完
胜马来西亚队， 以小组赛两连胜提前锁
定八强席位。

首场单打对决， 世界排名第二的陈
雨菲对战世界排名仅 123 位的马来西亚
球手温琦煊。这是两人首次交锋，也是新
科女单奥运冠军陈雨菲在尤伯杯上首次
亮相。尽管首局遇到一些困难，陈雨菲仍
以 21 比 13、21 比 11 直落两局取胜。“对
手打得比较凶， 而且一些出手也比较隐
蔽。 ”她在赛后表示，“这是第一场比赛，

肯定会有些适应的过程， 但我相信肯定
会越打越好。 ”

第二场双打比赛， 中国队派出年轻
组合刘玄炫/夏玉婷，对阵马来西亚的李
明艳/蒂娜 。 刘玄炫/夏玉婷以 21 比 12

拿下首局。次局比赛相对胶着，中国组合
屡次被对手反超比分，不过，两位 00 后
小将顶住压力，最终以 21 比 17 获胜，为
中国队再拿一分。

在第二单打的比赛中， 世界排名第

9 位的何冰娇以 21 比 8、21 比 3 毫无悬
念地战胜世界排名 455 位的 17 岁小将
西蒂·诺苏海尼。 前三场战罢，中国队以

3 比 0 的大比分领先， 实际上已赢得本
场小组赛的胜利，但根据尤伯杯赛制，小
组赛必须打满五场。

随后出场的贾一凡 /黄东萍在二双
较量中以 21 比 9、21 比 12 击败对方高
佩琪/张美心组合。 最后一场单打比赛，

国羽后起之秀王祉怡以 21 比 15、21 比

11 战胜莱沙娜，为球队完美收官。 中国
队的小组赛末战将迎战东道主丹麦队。

■本报记者 陈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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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题”不重成绩，只看解题思路
国足绝杀越南实现十二强赛最低目标，周三凌晨将迎战沙特阿拉伯

以绿茵场上最激荡人心的绝杀方式
击败越南队， 让国足赢得了 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亚洲区预赛十二强赛的第一场
胜利。 到手的三分犹如开启了泄压阀，让
球队内部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

同时也让国脚们收获了信心，这对于他们
备战接下来的比赛至关重要。

十二强赛前三轮， 李铁率领的国足
如履薄冰， 即便是击败越南队一战也令
人心惊胆战。是役赛后，李铁承认国足在

80 分钟之后连续犯错。 击败越南让国足
暂时保住了颜面，而接下来对沙特一战，

国足若继续像对澳大利亚和日本时那样
毫无还手之力， 刚刚建立起的信心又将
化为乌有。对沙特之战，结果或许并非最
为关键， 更让人看重的是国足能在亚洲

顶级球队面前打出怎样的场面———“加
分题”不重成绩，只看解题思路。

李铁应反省有没有用人失误

十二强赛首轮对阵澳大利亚队 ，李
铁将于大宝放到首发中卫位置上， 他希
望后者能利用自己的经验帮助球队稳住
防守。可结果令人尴尬。于大宝完全没能
适应比赛的强度和节奏，国足开场 25 分
钟便两球落后。中场休息时，李铁将于大
宝换下。

次轮面对日本队， 于大宝没能进入
比赛名单， 外界纷纷猜测因为首轮中的
糟糕表现， 让他在李铁心目中失去了位
置。令人没想到的是，当对越南一战进行
至第 61 分钟王刚因伤离场时，于大宝又
一次登场亮相，与蒋光太搭档中卫，而张

琳芃则改打右后卫。

这次调整差点要了国足的“命”。 第

80 分钟，越南队裴晋才接队友送出的中
场过顶球反越位成功， 用一粒神仙球帮
助越南队扳回一城。 当时正是换位到右
后卫的张琳芃，落在国足防线最后面，导
致造越位战术失败。 10 分钟后，阮光海
与阮进灵在大禁区边缘打出直传斜插配
合， 再次洞穿国足球门。 当时中卫于大
宝因为上前扑抢，早已丢了自己的位置，

距离失球点足足有 15 米之遥。

其实于大宝也很冤。 他并不具备在
十二强赛这样高强度比赛里担任中卫的
能力， 但李铁又一次将他顶上了这个位
置。 在换人时， 国足替补席上还有李昂
和王上源两名后卫。 李昂是正牌中卫，

在四十强赛对马尔代夫、 十二强赛对日
本的比赛都曾首发出场； 王上源是后场

多面手， 近期打过中卫， 也曾长期担任
过右后卫。

李铁没选择李昂或王上源， 只能解
释为他更相信于大宝的经验。 对于这一
点，李铁显得有些固执，这份固执并没有
换来好结果。事实上，“迷信”经验的李铁
作为主教练其实缺乏足够的经验。 前三
场十二强赛里接连犯下临场指挥的错
误，但愿他能从中吸取教训。面对捕捉机
会能力更强的沙特队， 中国队在防线上
的容错空间更小。要做好这道“加分题”，

首先是组织好防线， 至少不能再犯前三
场比赛里的防守错误， 无论是队员还是
教练。

刚恢复的信心是仅有的优势

对于中国男足而言， 击败越南队是

必须要完成的十二强赛基本参赛任务。

出战越南前， 不少球迷在社交媒体上转
发了一句话： “击败了越南队并不能证
明李铁行， 但输给越南队就一定证明了
李铁不行 。 ” 其实将 “李铁 ” 替换成
“国足”， 这话也同样有理。

李铁和国足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

北京时间 10 月 13 日凌晨 1 点与沙特阿
拉伯队一战 ， 才是真正考验 。 上轮 1

比 0 击败日本队的沙特队 ， 是十二强
赛 B 组状态最好的球队 ， 在法国教练
勒纳尔的率领下 ， 这支亚洲老牌劲旅
正在全面复苏。

根据安排， 国足一行已于北京时间
昨天凌晨抵达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 随
后队伍在下榻酒店内按照当地防疫要求
进行了核酸检测。 今天凌晨， 国足前往
训练场进行抵达吉达之后的第一堂训练

课。 据悉目前队内的氛围相当不错， 以
绝杀的方式击败越南队， 显然给球队带
来了迫切需要的自信心。

对越南一战送出两次助攻的王燊超
表示， 击败越南队可能会成为国足出战
十二强赛的一个转折点， “这是我们十
二强赛的首场胜利， 而且又是绝杀， 让
球队的士气和信心有了很大提升。 这将
鼓舞我们在客场面对沙特这样的强队时
打出更好的表现。 所有人都非常珍惜来
之不易的胜利， 接下来我们会吸取前三
场比赛中的教训， 每个人力争让自己做
得更好。” 张琳芃也表示球队接下来会
拼到每场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因为 “我
们比任何人都更想赢得比赛”。

胜利营造出队内的良好气氛， 让国
脚们恢复了自信， 这是李铁和他的球队
在面对沙特前最大或许也是唯一的好消
息。 吉达之战将是李铁执教国足以来首
场真正意义上的客场比赛。 根据沙特媒
体报道， 本场比赛的门票已售出超过 4

万张， 中国队已经许久没有体验过这样
的大战气氛。 日本队长吉田麻也在对阵
沙特赛后因当地球迷做出歧视性手势而
勃然大怒， 从中或许可以体会到这个客
场的氛围不会太友好。 此外， 吉达的天
气要比出战越南时所在的沙迦更湿热，

这对国足也是坏消息。

豪华新阵出击，“鲨”出重围可期
CBA新赛季周六启幕，上海男篮昨日兵发诸暨

备受瞩目的 CBA 新赛季将于本周
六拉开大幕。 经过休赛期的引援调整，

上海久事男篮以豪华新阵出击，“鲨”出
重围可期。

昨天， 球队在新帅李春江的率领
下，兵发第一阶段常规赛比赛地浙江诸
暨。 10 月 17 日 15 时 30 分，“大鲨鱼”

就将迎来新赛季首战，对手是实力相对
较弱的天津队。

“即将到来的新赛季，我们要加强
作风建设，体现球队精气神；提升管理
能级，做好配套后勤保障；善于总结经
验，加强团队沟通与磨合。 ”在出征前举
行的“有梦当燃·鲨向未来”联赛动员会
上，上海久事篮球俱乐部董事长樊建林
表示，“希望俱乐部全体成员能用实际
行动证明‘有梦当燃’的决心，用优异的
表现为上海争取荣誉。 ”

冠军教头挂帅，低调展望
赛季

经历了令人失望的上赛季，上海男
篮于今年 5 月正式宣布与外教斯帕夏
解约， 力邀 CBA 冠军教头李春江执掌
教鞭。这位拥有 20 年执教经验的名帅，

曾带领广东队 12 年内七夺 CBA 总冠
军，辉煌的执教战绩与火爆的脾气是他
身上最醒目的标签。

加盟上海男篮后，李春江率队投入
夏训备战。 在他身边，沪上老帅李秋平
以俱乐部总教练身份重回一线，担当起
“幕后军师” 的角色。 两位冠军教头携
手，加上刘鹏、接君、章文琪三位得力助
手，以及前广东队资深视频数据分析师
庞启蒙的加盟，重组后的“大鲨鱼”教练
团队当属联盟顶级。

不过，在谈及执教上海男篮首个赛
季的目标时，上任不到半年的李春江显
得颇为谨慎。 “在刚刚结束的夏训中，

球队训练以 ‘团结 、积极 、责任 ’为中
心， 强调整体的攻防体系。 从目前来
看，虽然马上将要开赛，但球队尚未达
到真正预期。 大家互相之间的沟通、场
上应变和彼此联系，都还没有达到比赛
标准 ， 还需一些时间尽快磨合和完
善。 ”面对外界较高的期望值，李春江
选择用低调表态为球队减压，“打好每
一场比赛， 全力以赴争取更好成绩，第
一阶段常规赛一个月左右要打 13 场比
赛，每一场都非常关键。 我们会认真主
动地对待每一场比赛。 ”

新援补强阵容，亟需加
速磨合

外界再度调高的期望值， 李春江

展望赛季时的谨慎态度， 其实都与上
海男篮今夏完成的多笔重磅引援不无
关系。 随着内外援双线补强， 以及一
批年轻新秀成长起来， 上赛季饱受伤
病和人员不整之苦的 “大鲨鱼”， 如今
已是兵强马壮， 账面实力和阵容厚度
都明显提升。 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因
阵容重整带来的战术调整和磨合问题。

在球队出征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训
练课上， 新赛季引入的三名内援王哲
林、 任骏威和袁堂文悉数现身， 新外
援富兰克林也结束入境隔离， 正式参
与全队合练。 除富兰克林外， 另两位
外援弗雷戴特和冯莱则将在第二阶段
才会亮相。

作为国内最具实力的中锋之一 ，

王哲林从家乡福建转投上海， 无疑是
今夏最受关注的一笔转会 。 27 岁的

“大王” 身高 2 米 11， 曾在 2018-2019

赛季收获 CBA 常规赛 MVP （最有价值
球员）。 年少成名的他， 不仅身体条件
出众、 篮下脚步灵活， 进攻手段也相
当全面， 面筐背筐均能给对方防线造
成压力。 加盟 “大鲨鱼” 后， 王哲林
当仁不让地担任起领军者的角色， 被
俱乐部任命为球队新一任队长。

“目前我个人状态不错， 在渐渐
融入球队中。 这个赛季打法更快， 要
更好地跟上球队的速度， 对于防守上
的呼应还需继续与队友保持沟通。” 因
代表福建参加全运会， 王哲林归队不
久 ， 与球队的磨合是当下首要任务 。

他坦言， 自己将全力以赴带领球队取
得理想成绩， “我会把自己的经验告
诉更年轻的队员， 带动和激励所有队
友， 首要目标是进入季后赛。”

同样是球队补强阵容的重要拼图，

刚刚结束防疫隔离的富兰克林， 也正
在加紧恢复状态和融入球队。 “为李
指导打球， 节奏会很快。 因为隔离时
间较长， 还需一段时间来恢复， 但我
相信自己可以很快调整好状态。” 虽然
在隔离期间保持身体训练， 但对于快
节奏的训练和比赛， 富兰克林明显还
有些不适应。 公开训练结束后， 他进
行了较长时间的拉伸， 并在两边膝盖
绑上了厚厚的冰袋。

好在，多年效力 CBA 球队的经历，

让富兰克林对于联赛环境和节奏已相
当熟悉。 早年在广厦队时，他就曾是李
春江麾下的一员，“李指导是那种要求
十分严格但会一直激励你的教练，可以
让球员把自己最好的能力展现出来。 ”

而同为“大鲨鱼”新援，富兰克林与任骏

威上赛季一同效力于山西队，相互间也
已积累了不错的默契。

“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 我
们有可兰白克、 刘铮这样的出色投手，

也有联盟最好的中锋之一王哲林 。 ”

富兰克林表示， 自己在新团队中不会
只想着个人得分， 而将以更多的传球
和配合帮助球队打出更好的团队表
现， “先一场一场比赛去打， 努力争
取进季后赛。 进了季后赛， 当然就奔
着冠军去。”

以上海男篮如今的豪华阵容， 进
入季后赛理应是基本目标， 争夺更好
成绩也的确值得期待。 新帅李春江能
否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阵容磨合问
题， 新援旧将能否尽快适应全新的战
术风格， 将决定 “大鲨鱼” 最终能将
账面实力兑现几分。

■本报记者 谷苗

象棋需要观众，不能只是囿于圈内的艺术
首届“上海杯”大师赛年轻棋手冒尖，胡荣华点评象棋赛制变革———

谈起中国象棋， 人们最有可能联想
到的场景是大叔大爷们在公园凉亭里的
快意对决，鲜有人会将象棋与“年轻”一
词联系起来。就在 9 月 28 日结束的首届
“上海杯”象棋大师赛上，让人看到了不
同以往的现象———参赛的象棋大师们年
龄结构趋向年轻化， 分获男女专业组冠
军的曹岩磊、唐丹都是 90 后。

一流专业棋手里年轻人
比例逐渐提高

上海棋院院长单霞丽介绍说，“以前
参加大师赛的棋手年龄偏高， 但通过这

一届大师赛， 可以看到其实年轻棋手们
正在快速成长。”本届大师公开赛专业组
比赛邀请了全国等级分名列前茅的 23

名男子棋手和 7 名女子棋手， 其中近三
分之一男子棋手（7 人）和过半女子棋手
（4 人）是 90 后。 单霞丽说，“从等级分排
名来看，领先的年轻棋手居多。 ”

在 23 位受邀男棋手中，等级分排名
第 20 位的小将曹岩磊，赛前并不被大家
看好。 决赛中，他与等级分排名高居第 3

位的象棋特级大师蒋川对阵。 首局慢棋
弈和，次轮快棋和棋，加赛超快棋又是和
棋。 曹岩磊顽强地把比赛拖入第四轮附
加赛。附加赛的节奏更快。棋手几乎来不
及思考就要落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按规则，红方 6 分钟，黑方 4 分钟，每走

一步加 3 秒，和棋黑胜。执黑的蒋川只要
弈和就能夺冠，但由于黑方时间紧迫，他
最终负于曹岩磊。

“曹岩磊绝对是这次大师赛的黑
马。 ”结果刚一揭晓，在场边观赛的裁判
员胡银水颇为感慨地告诉记者， 曹岩磊
“真不容易”，“9 月 27 日对阵申鹏的那
场交叉淘汰赛， 进行了五个多小时，260

多个回合， 从下午 2 点战到晚上 7 点多
才‘死里逃生’，获得了决赛资格。这样的
比赛真的很少见！ ”

现行主流赛制更容易诞
生黑马

76 岁的胡荣华这次也前来观战，他

说，“决赛中的曹岩磊，年纪很轻，像他这
样年轻的专业一流棋手还有不少。”比如

2014 年就夺得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冠
军的郑惟桐今年也只有 27 岁，今年成为
新“棋王”的王廓同为 1994 年出生，他们
都是新生代的象棋特级大师。

学习条件改善和象棋赛制变革都为
年轻棋手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单霞丽解
释说 ，“随着人工智能软件在象棋界普
及，现在下象棋的年轻人为数不少。借助
软件的辅助训练， 年轻人可能比年长者
更快、更容易掌握技能。 ”

据胡荣华介绍， 现在许多象棋大赛
的赛制从循环赛改为淘汰赛， 且比赛基
本用时从过去每方一个半小时改成 30

分钟，时间缩短，增加了棋手犯错误的机

会，顶尖棋手就有随时被淘汰的危险，每
一场比赛中都可能杀出黑马。 这次曹岩
磊对阵蒋川的决赛， 紧张胶着的局势让
场内场外的观众都直呼过瘾，仅“天天象
棋” 直播平台就吸引了 136 万余名观众
在线收看。

胡荣华说， 如今的象棋赛制节奏更
快， 同时创造了更多爆冷的偶然性和话
题性， “这样一来， 作为一种竞技项
目， 象棋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观赏性。

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 象棋的艺术性
下降了一些。” 在胡荣华看来， 从推广
象棋这项体育运动的角度 ， 还是要抓
主要矛盾， “象棋不能只是囿于圈内的
艺术， 象棋也需要一定观赏性， 它需要
观众。”

■本报记者 吴姝

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周落幕
本报讯 （记者谷苗）作为 2021 年上

海城市业余联赛的重要活动之一， 第二
届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周闭幕式暨水稻收
割比赛于上周六在崇明区港沿镇举行。

本届农民体育健身活动周由上海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
农民体育协会主办， 通过举办十场系列
赛事活动，积极倡导“人人运动，人人健
康”的理念，展示新时代新农人的健康风
采和社会主义新农村面貌。

活动周的最后一站， 来到正打造世
界级生态岛的崇明， 以一场别开生面的
水稻收割比赛， 将农耕文化与体育精神
结合，探索“农文体旅”融合的新路径。比
赛深度还原稻谷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

吸引了来自上海各涉农区的农民体育爱
好者、职业农民等百余人参赛，在体育健
身中感受农情、体验农趣、学习农识。

上海赛艇公开赛本月举行
本报讯 （记者吴姝）上海是中国赛

艇运动的发源地， 而苏州河则是申城的
母亲河。金秋十月，首届上海赛艇公开赛
将在苏州河上举行。 这是上海着眼于建
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按照“一江一河”

发展规划创办的自主品牌赛事， 彰显申
城内涵特质。

首届上海赛艇公开赛赛道设于苏州
河长寿路桥至外白渡桥段。 本次比赛设

4.2 公里追逐赛和 500 米城市冲刺赛。每
支参赛队须同时参加这两项比赛。4.2 公
里追逐赛于 10 月 23 日举行 ，500 米城
市冲刺赛则于 10 月 24 日举行。 赛事设
有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 女子八人单桨
有舵手和男女混合八人单桨有舵手三个
项目，分专业组、高校组和俱乐部组三个
组别。 其中专业组为各省市赛艇队，参赛
人员必须在中国赛艇协会注册；高校组为
国内高校参赛队，参赛人员为高校在读学
生；俱乐部组则面向公众报名。 主办方预
计，将有约 50支参赛队、650人参赛。

上海与赛艇运动有着不解之缘。 赛
艇运动由上海进入中国， 历经百余年发
展。 1852 年，黄浦江上举办了中国历史
上第一场赛船会；1863 年，“上海划船总
会” 成立， 选址苏州河石桥西首；1956

年，为备战全国四城市划船赛，上海成立
了第一支业余划船队；2021 年， 中国队
赢得东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项目冠
军，艇上就有上海选手张灵和陈云霞。

作为国内最出色的中锋之一， 王哲林的加盟大幅提升了上海男篮的内线实力。 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