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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北京时间昨
天下午，中国女排一行28人顺利抵达荷

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球队随后将前往阿

纳姆，展开2022年女排世锦赛的最后备

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的第一场

比赛将于北京时间9月25日20时举行，

对手为阿根廷女排。

主帅蔡斌共挑选了16名队员，分别

是二传丁霞、刁琳宇、郁佳睿；主攻李盈

莹、金烨、王云蕗、王艺竹；副攻袁心玥、

王媛媛、杨涵玉、高意；接应龚翔宇、陈佩

妍；自由人王梦洁、倪非凡、王唯漪。

蔡斌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大家

都知道世锦赛很不好打。我们在阵容配

备、比赛经验、作战能力等方面，可能

都不如对手，但是我们做足了困难准

备，会摆正位置去冲击每一个对手，做

到每球必争。世界大赛打的是一口气，

不管对手是谁，无论比赛胜负，我们都

要把这口气打出来，让大家看到这是中

国女排。”

在缺少朱婷和张常宁的情况下，目

前的这支中国女排并不具备实力优势，

在此前结束的世界女排联赛中，队伍也

暴露出了不足。蔡斌表示，世界联赛结

束后，针对本队不足的调整已收获一定

成效，“我们的调整重点在主攻线，尤其

是李盈莹的对角主攻位置。在保证后防

和一传的情况下，球队强化了主攻手的

得分能力。关于副攻线，我们的每个战

术精确度都得到了加强。”

本届世锦赛赛制与以往不同，东道

国荷兰与波兰各有两个小组落位（每组

六队），事实上形成两个赛区，每个赛区

将决出一支决赛参赛队，换言之，不同赛

区的球队直到决赛或季军争夺战前都不

会碰面。中国队、巴西队所在的D组和

意大利队所在的A组分在荷兰赛区，而

波兰赛区则有美国、塞尔维亚、土耳其等

队。根据赛程，第一阶段小组赛结束后，

A组和D组的前四名晋级第二阶段小组

赛（已交手过的球队不再作赛），随后前

四名进入淘汰赛阶段。

世锦赛周末揭幕

中国女排抵达赛地

本报讯（记者吴姝）昨日，第二届上
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在嘉定南翔古镇开

幕。专业组、海外组线上赛、青少年团体

线上赛均于当天落子。

专业组比赛在南翔举行，邀请全国

等级分名列前茅的23名男棋手和7名女

棋手，以及东道主男、女棋手各1名，共

32人参赛。王天一、郑惟桐、孟辰、蒋

川、赵鑫鑫、汪洋、洪智、谢靖、孙勇征、王

琳娜等顶尖棋手再度汇聚申城。21日

的决赛将移师上海中心大厦119层举

行，上演真正的“巅”峰对决。象棋泰斗

胡荣华将现身现场讲棋。

海外组比赛和青少年团体赛通过

“天天象棋”在线上进行。今年海外组受

到世界各地象棋爱好者的欢迎，来自亚

洲、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23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500名棋手参加了海选，最终

决出约80人参加正赛，其中不少是非华

越裔棋手。本届赛事增设了业余组，更

多象棋爱好者参与到赛事中来。今年7

月起，业余组在嘉定、黄浦、徐汇、静安、

浦东、虹口、杨浦、宝山、普陀等区举行了

10场分站赛，每场比赛各有100人参赛，

业余组比赛因此被誉为“千人赛”。

首届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于去年

秋天在申城创办，并掀起了象棋热潮，据

统计，约170万象棋爱好者、近650万人

次观看赛事直播。

上海杯象棋赛开枰

本报讯 （记者谷苗）上海市体育局
“政府开放日”系列活动之“走进上海

体彩”上周五举行，近20名市民代表

来到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下简

称“体彩中心”），参与科普座谈互

动、体验社区“云”动会、走访中国体

育彩票网点，一同了解体彩彩种玩法，

见证体彩公益力量。

一直以来，体彩中心积极践行“来之

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截至

2021年底，上海共累计销售中国体育彩

票554.9亿元，累计筹集体育彩票公益金

达到144.5亿元。活动现场，体彩中心工

作人员通过讲解宣传文化墙和介绍体彩

数字智慧大屏，向市民生动展示上海体

育彩票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以知识讲座

和互动抢答的形式，为市民详细介绍体

彩的种类、销售方式及目前销售情况、体

彩公益金管理及用途。

为了让参与者亲身感受体彩的公益

力量，活动还邀请市民来到位于长宁区

的邮航小区健身苑点，在专业人士的带

领下参与“我的两块 动出精彩”体彩社

区“云”动会。而在活动的最后一站——

位于虹桥路1002号的体育彩票竞彩专

营店，市民代表现场体验彩票售卖流程，

部分有兴趣的市民还购买了足球彩票、

超级大乐透等电脑型彩票。

“政府开放日”活动旨在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政民互动

的形式和公开透明的原则，积极推进开

放式行政治理。本次活动邀请市民走进

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既提高了政

府机关工作的透明度、开放度，也让市民

了解市体育局推动公益体彩和责任彩票

的工作职能和成效，以及为上海建设全

球著名体育城市作出的贡献，进一步提

升了政府公信力、凝聚力和执行力。

体育局“政府开放日”
邀市民走进上海体彩

本报讯 （记者吴姝）在北京时间
昨天结束的戴维斯杯世界二组比赛

中，由张之臻领衔的中国队以大比分

3比2战胜主场作战的乌拉圭队。凭

借这场胜利，中国队获得2023年戴维

斯杯世界一组附加赛的参赛资格。

根据赛制，中国队和世界二组的

头号种子乌拉圭队共需进行五场比

赛。前两场男单较量于北京时间17

日进行，张之臻以两个6比2战胜卡

罗，20岁小将布云朝克特以6比4、4

比6、6比7惜败奎瓦斯。而翌日举行

的后三场比赛中，布云朝克特搭档特

日格乐以两个4比6不敌卡罗/奎瓦斯

组合，在大比分1比2落后的情况下，

“一哥”张之臻再次出战，只用时50分

钟就以6比0、6比2击败奎瓦斯，扳平

大比分。关键时刻，中国队临时变阵，

特日格乐代替布云朝克特最后上场，

他先赢一盘，并在第二盘的抢七中战

胜卡罗。

时隔三年再战戴维斯杯，中国队

派出了由张之臻、吴易昺、布云朝克

特、李翰文、特日格乐组成的五人阵容

飞赴乌拉圭客场作战。张之臻世界排

名第124位，是中国男网历史上排名

最高的选手，25岁的他自然承担起队

内大哥的角色，在比赛中两度上场并

独得两分。世界排名仅列第540位的

特日格乐也在最后关头顶住压力，为

队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尽管布云朝

克特在本次比赛中没有得分，但这位

20岁的小伙今年已从ITF希望赛打到

ATP挑战赛，世界排名已飙升至第

342位，他的未来也值得期待。吴易

昺此次随队出征，但没有上场参加比

赛，本月初他带伤出战在美网创造历

史，闯入三十二强。继美网之后，中国

小伙在戴维斯杯的胜利再次振奋人

心，中国男网正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戴维斯杯是由国际网球联合会

（ITF）主办的男子网球团体赛。按照

赛程，世界一组附加赛计划于2023年

2月进行，24支参加世界一组附加赛

的队伍中，12支获胜队可以晋级世界

一组。

戴维斯杯客场3比2力克乌拉圭队

中国男网距世界一组一步之遥

张之臻、

特日格乐、吴

易昺、布云朝

克特庆祝来之

不易的胜利。

视觉中国

随着费德勒宣布将在本周举行的

拉沃尔杯结束后退出职业网坛，一场

漫长的告别拉开序幕。过去两年三

次膝盖手术，一年多未踏上职业赛

场……费德勒退役本是意料之中的

事，但他15日发出的那封告别信还是

震惊了网坛。

“我已经41岁了，在24年里打了

1500多场比赛，网球对我的厚待比我

想象中更加慷慨，现在我必须认识到

什么时候该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瑞士天王在社交媒体的长文中如此写

道。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费德勒曾

位居男单世界第一长达310周，斩获

了103个单打冠军头衔，其中包括20

座大满贯冠军，所得的大满贯冠军数

量仅次于德约科维奇（21次）和纳达

尔（22次）。

费德勒和纳达尔的故事是网坛绕

不开的话题，40场“费纳决”跨越了整

整15年的时间。在费德勒发布退役

宣言后不久，西班牙天王就在社交媒

体上用文字和图片向自己的老朋友致

敬，“我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对

我个人和对整个世界网坛来说，这都

是悲伤的一天。这些年来，很高兴也

很荣幸与你在场内外留下了如此多惊

奇的瞬间。”

纳达尔特意挑选了七张颇具深意

的照片，用倒叙的形式诉说两人赛场

内外的友谊。第一张照片是最后一次

的“费纳决”，那是2019年温网半决

赛，费德勒以3比1战胜纳达尔后，两

人互拍胸脯向对方致敬。而最后一张

照片则是2004年迈阿密站，两位长发

飘飘的新星第一次相遇，18岁的纳达

尔以两个6比3取胜。

一位是14次登顶法网的“红土之

王”，一位是豪取8个温网冠军的“草

地之王”。尽管从交手记录看纳达尔

以24胜16负的战绩占据上风，但在温

布尔登，纳达尔总是稍逊一筹。2008

年温网决赛那场五盘大战是仅有的例

外，纳达尔笑到了最后。西班牙人也

把这张捧杯的照片发布了出来，那场

比赛对两人而言都难以忘怀，五届温

网冠军费德勒无缘卫冕，而四届法网

冠军纳达尔终于在其他大满贯赛场上

取得突破，正是那时起，纳达尔完成蜕

变，向费德勒统治的时代发起强有力

的冲击。

千帆过尽，赛场上的输赢早已不

再重要，纳达尔在接下来一段文字中

饱含深情地祝福费德勒，“未来，我们

将有很多时刻可以一起分享，也有很

多事情可以一起协作。而现在，我衷

心祝愿你和你的妻子米尔卡、你的孩

子和家人们享受面前的一切。”

在费德勒宣布退役之后，无数的

目光不断刷新着德约科维奇的动态。

一天之后，人们等来了德约科维奇的

祝福，“罗杰，迎来这一天很不容易，也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在这项运动一

起分享的一切。十多年来，那些令人难

以置信的时刻和战斗值得回味。你的职

业生涯为实现卓越并以正直、优雅的比

赛方式奠定了基调。在球场内外认识

你是我的荣幸，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是

如此。”

作为“三巨头”中最年轻的一员，

德约科维奇选用九张图片致敬费德勒。

在双方50次较量中，德约也以27胜23

负稍稍占优，而塞尔维亚人选用的基本

是自己输球的瞬间。特别是2007年美

网，20岁的德约科维奇首次在大满贯

决赛挑战费德勒，连输三盘，屈居亚

军。在此之后，费德勒再也没能在大满

贯决赛中战胜过德约，双方的四次相

遇，皆以德约笑到最后告终。2019年

那场令人难忘的温网决赛，费德勒错失

两个冠军点，与21座大满贯冠军失之

交臂，德约科维奇没有选用赛后的照

片，而是用一张赛前合影纪念这场著名

的对决。

如果说，费德勒职业生涯的前半段

是一人君临天下，那么后半段则遭遇了

纳达尔和德约的强力挑战。对手亦是战

友，在本周五开幕的拉沃尔杯上，“三巨

头”和穆雷将组成欧洲豪华队，接受新生

代球员们的挑战。

这个属于“三巨头”的黄金时代终于

进入尾声。翻开费德勒的社交媒体，他

又更新了一条动态：“在父母以及米尔卡

的陪伴下发布退役的消息，是一件很美

妙的事情。大家都没有想到我的网球旅

程能走得这么长，真的很不可思议。”这

条动态下附着三张照片，分别是他与妻

子相拥，和父母相见，以及自己一个人微

笑着看着手机，也许他正在接收同行和

球迷们的祝福和致意。

短短一个月间，塞雷娜 ·威廉姆斯、

费德勒相继退役，世界网坛迎来了更新

迭代的时期。正如小威对罗杰所说的那

样：“欢迎来到退休俱乐部，你将成为你

自己。”

费德勒宣布将于本周举行的拉沃尔杯赛后退役

黄金时代尾声中，“巨头”惺惺惜别“巨头”
■本报记者 吴姝

2019年上海网球大师赛，费德勒出局后向申城球迷挥手道别。这是费德勒最后一次亮相上海赛场。 本报记者 陈龙摄

首发登场，用一个进球帮助球队赢

得德比大战，在昨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瑞

士女足超级联赛中，00后新星张琳艳以

精湛表现完成了加盟苏黎世草蜢队后的

联赛首秀。

同样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沈

梦露收获加盟苏超凯尔特人队的首个正

式比赛进球；身披巴黎圣日耳曼战袍的

李梦雯，迎来在法甲赛场的首秀；转会路

易斯维尔竞技队的王霜，在美国女足联

赛中送出宝贵助攻；领跑冰岛女足甲

级联赛射手榜的涂琳俪，又有一个进

球入账……

随着多达10名球员分赴海外联赛

效力，中国女足已掀起新一轮的留洋热

潮。踏上寻梦之旅的女足姑娘们，期待

在全新的联赛舞台上得到历练，收获成

长。而对于全力复兴的中国女足而言，

在国内联赛整体水平有限，国际比赛机

会又相对缺失的情况下，鼓励更多球员

走出去，汲取不同的足球理念和先进经

验，增强面对欧美球队的对抗能力和自

信，不失为快速提升球队整体竞争力的

务实之举。

“世界那么大，我还想出去看看。”身

为中国女足核心球员，第三次留洋的王

霜，道出再次选择出国踢球的初心，“我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努力让中国女足

在世界的舞台上被看见，我想告诉世界，

我们除了永不言弃的女足精神，还有上

场的底气！”在她看来，前两次的留洋经

历，成就了更好的自己，“出国学习，让我

有机会去感受更大的舞台，让我能更好

地提升自己的技战术水平。今天的再出

发，是为了更好地再回归！希望在回归

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强大。”

上赛季闯荡英超赛场的唐佳丽，转

战西甲马德里CFF俱乐部延续自己的留

洋之路。与王霜一样，经历过海外历练

的她，真切感受到自身的改变。“英超速

度快、对抗强，经过上赛季的锻炼，回到

国内和亚洲赛场感觉有更好的身体去对

抗。”正是这种积极改变，让她更坚定地

选择继续留洋，“走出去会看到不同风格

和类型的足球，接受不一样的足球理念

和知识。如果有更多中国球员走出去，

我们就能共同进步。”

首度前往海外踢球的张琳艳和杨莉

娜，也迫不及待要在欧洲联赛汲取养

分。“这次出国踢球，主要目的就是学习、

学习、再学习。”张琳艳表示，“近几年，欧

洲女足迅速发展，水平很高，许多技术环

节，比如传控球、盘带技术、临门一脚等，

真的值得我好好学习和研究。”刚刚加盟

“大巴黎”的杨莉娜也认为，欧洲女足对

抗激烈，比赛节奏在全球数一数二，“来

到这里，不仅要让自己在俱乐部赢得信

任和机会，同时也为明年的女足世界杯

做准备。”

尽管有人质疑，部分球员效力的联

赛或球队并非顶级序列，部分球员因难

以获得主力位置而无法保证稳定的上场

时间，但从整体来看，姑娘们以学习为目

标的留洋经历，无论对于个人梦想和价

值的实现，还是中国女足的整体发展，都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中国女足主帅，水庆霞始终是

留洋最坚定的支持者。球员时代曾赴日

本踢球的她，坚信走出去是提升自我的

一个优选途径。“我支持球员到国外踢

球。一方面能帮助球员们加深对现代足

球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是一个与国际球

员交流的机会。她们会有更好的自我意

识，高质量的比赛也能帮助她们建立自

信。”水庆霞以唐佳丽的成长为例，鼓励

队员们勇敢走出去，“英超的对抗很激

烈，她在身体对抗、技术运用上明显比以

前更成熟、更自信，这段经历对她的成长

有很大帮助。”

不久前的东亚杯比赛中，水庆霞曾

在总结中国队表现时坦言，阵中年轻队

员缺乏国际比赛经验，球队与欧美对手

在身体对抗、攻防转换速度等方面均存

在差距。如今，随着多名球员加盟海外

联赛，以留洋的方式与欧美足球接轨，对

于正在备战明年世界杯“大考”的“玫瑰

军团”，可以算得上一条捷径。“希望更多

球员去海外踢球，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

么样的，尤其是年轻队员。”水庆霞表

示，“期待她们通过俱乐部的比赛不断

提升自己，提升足球理念和对足球的认

识，这样无论是对自己还是中国女足都

有好处。”

王霜、张琳艳等10名球员赴海外联赛效力

留洋，中国女足追赶世界的务实之举
■本报记者 谷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