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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援离世家属火速来京
俱乐部已向足协申请增加引援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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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北京北控燕京俱乐部在奥体中心召开关于外援蒂奥特意外猝死
的媒体通气会。北控主帅高洪波表示，蒂奥特对球队非常重要，希望队员们能够
化悲痛为力量，在本轮比赛的对手拒绝调整比赛时间的情况下，争取把胜利献给
蒂奥特。同时，北控也已经向中国足协提出申请，希望能够在二次转会期增加一
个更换外援的名额。

北控化悲痛为力量
会上，北控俱乐部总经理杨俊生介绍了蒂奥特
意外离世的情况，对于外界关心的蒂奥特的死因问
题，杨俊生表示：
“俱乐部在发生惨剧的第一时间就
进行了抢救，
很遗憾没有挽回他的生命，
目前球队已
经将此事向有关单位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将积极配
合有关部门对蒂奥特的去世原因进行鉴定。
”
另据杨俊生透露，北控集团高层对于此事非常
重视，
已经做出指示要求妥善处理好蒂奥特的后事，
俱乐部在昨天凌晨1点和蒂奥特家属取得了联系，
家
属将尽快来到北京。由于本周末即将迎来和梅州客
家队的中甲联赛，全队能否迅速走出失去蒂奥特的
阴影很值得关注。
高洪波表示，
在蒂奥特发生意外后，
球队第一时
间以书面的形式联系了梅州客家队，希望能够商讨
一下延期比赛的事宜，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梅州

足协领导不随队出征

队拒绝了北控队的申请。
“对方俱乐部不赞成比赛延
期，
那么我们只有化悲痛为力量，
积极准备周六的比
赛，
争取把胜利献给蒂奥特。
”
高洪波说。

已向足协申请增加更换外援名额
尽管加盟球队只有4个月的时间，
但蒂奥特凭借
着出色的球技以及平和的性格获得了全队上下的认
可，
而他的突然离世无疑给球队带来很大的影响，
毕
竟本赛季北控队的其他两名外援都在长时间养伤，
蒂奥特几乎是唯一能担大任的外援。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在已经结束的 12 轮
比赛中，蒂奥特除了因伤缺席和武汉卓尔的比赛之
外打满了其他的所有比赛，虽然在场上的位置由亚
森时期的防守型中场逐渐后撤到高洪波执教时期
的中后卫，但他始终是球队不可或缺的绝对核心。
正因如此，他的离去让球队必须立刻考虑更换外援

的具体计划。
根据中国足协的相关规定，
在二次转会期，
中甲
球队只有一个更换外援的名额，如果蒂奥特不出现
此意外，北控队更换外援的选择就会集中在进攻球
员上。但这样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球队措手不及，
高
洪波表示，
球队昨天已经致函中国足协，
希望按特殊
情况增加一个外援调整名额。目前足协相关部门正
在了解具体情况，
一切都在沟通和商讨之中。

全球悼念蒂奥特
即将在本月 21 日迎来 31 岁生日的蒂奥特曾经
效力过多家欧洲球队，他勤勉的作风和憨厚的为人
颇受球迷喜爱，同样也得到了队友和对手的认可。
在他发生意外不幸离世之后，他曾效力的荷甲特温
特、英冠纽卡斯尔联队及其他欧洲俱乐部和球星纷
纷发声哀悼。就连纽卡斯尔联队的死对头桑德兰队

国足客战叙利亚 3 架专机伺候

面对险峻的出线形势，里皮
和队员们还都没有放弃

1/4 决赛抽签揭晓
本报讯（记者 肖赧）
昨天下午，亚足联举行了
本赛季亚冠联赛 1/4 决赛
抽签仪式。中超两支球
队广州恒大与上海上港
亚 冠
被抽到一起，而另一个半
决赛名额则将在浦和红钻与川崎前锋这
对日本球队之间产生。从历史交锋来看，
上港队全面处于下风，
他们能否终止尴尬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队巴西外援攻击组
合间的PK结果。
按照亚足联有关亚冠的比赛规程，
所
有进入 1/4 决赛的球队，将按照东、西亚
大区分别捉对的原则进行抽签仪式，
这样

恒大上港再演
“中超德比”
安排也是为避免任何一个大区凭借超强
实力独大。在经过 1/8 决赛角逐后，
东亚
区 4 支跻身 8 强的球队分别来自中国、日
本，
两国各有两队晋级，
因此抽签产生
“同
国德比”
的几率非常高。果然在昨天的抽
签仪式上，
恒大与上港被抽到了一起。这
也是继 1/8 决赛上港、苏宁提前相遇后，
亚冠联赛连续两轮出现“中超德比”。对
此有球迷分析认为，
这是一个亚足联所期
待的结果，
理由是中超两队的竞争力特别
是外援实力超凡，
亚足联并不希望中超两
队同时进入亚冠半决赛。
虽然上述分析并没有得到切实依据
的佐证，但既然东、西亚大区分别只能

产生一支决赛参赛队，那么即便本轮没
有相遇，两队如果双双晋级，也必须在
半决赛竞争中决出“你死我活”。数据
显示，双方此前已经在中超交手过 9 次，
恒大以 5 胜 4 平保持不败。在本赛季双
方中超首度交锋中，恒大队在主场以 3
比 2 险胜上港，上港在双方交锋层面明
显处于下风。不过随着最近两个赛季
胡尔克、奥斯卡两位巴西超级球星的加
盟，上港队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亚冠 1/4
决赛恰好也给上港翻身制造了机会。
根据赛程安排，上港队在 1/4 决赛中将
先 主 后 客 ，两 回 合 比 赛 分 别 在 8 月 22
日、9 月 12 日举行。

樊振东 为不断刷新纪录而挥拍
第 54 届世乒赛男单比赛结束后，
当
媒体竞相追逐卫冕冠军马龙的时候，
国乒
总教练刘国梁和男队主帅秦志戬却双双
走到亚军樊振东身旁安慰他、
鼓励他。接
受采访时，
樊振东强颜欢笑，
却让人一下
子看到他浸润的眼眶。的确，
他距离个人
首个世乒赛男单冠军头衔只差了2分，
不
甘之情溢于言表。但经历了这样一个惊
心动魄的争冠夜，
20 岁的樊振东一下子
成熟了许多。他说，
“我可以再来，
希望下
一次不会让冠军擦肩而过……”
当马龙在“抢七”决胜局以 10 比 9
拿到赛点的时候，球台外的摄影记者们
兀地起身，等待第一时间捕捉到“龙队”
卫冕的画面，
但樊振东却心如止水，
将比
分扳平。
“如果那个时候能够再稳一点，
处理球再精细一点，冠军可能就不会丢
掉。
”
樊振东赛后哽咽着说。

在竞技体育世界里，
“你死我活”
的残
酷性早已深入运动员内心。从2013年9
月的第12届全运会男单决赛，
到2014年
亚锦赛男单决赛，
最后到刚刚结束的第54
届世乒赛男单决赛，
从樊振东手上夺下金
牌的都是马龙，
巧合的是，
3次大赛的比分
也同为
“3比4”
。如果从局分和每局的小
分来看，
樊振东和
“龙队”
的实力差距已经
无限缩小，
甚至可以说，
两人的综合实力已
经不分伯仲，
但在经验和气度上，
显然年长
9 岁的马龙更胜一筹。一如刘国梁安慰
“小胖”
所言，
“不要把输球简单看成一两分
之差，
一分之差可能千里之遥……”
如果问在高手如林的中国乒乓球男
队里，
樊振东为什么能在 16 岁的时候就
首登世乒赛单打赛场？为什么在不到20
岁的时候就已荣膺三大赛事之一的世界
杯男单桂冠？其实答案很简单：
实力加精

神过硬。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上，
樊振东
虽然仅以替补身份随队出征，
但却引起乒
坛的关注，
国际乒联甚至曾形容他
“就是
为不断刷新纪录而挥拍的选手”
。
出征里约奥运会前，
樊振东将他微信
的个人昵称由
“小胖”
改为
“大胖”
，
其本意
是激励自己尽快从青涩的小将转变为技
术、
心理都成熟的乒坛大将。在杜塞尔多
夫，
樊振东收获颇丰，
与许昕携手获得的男
双冠军是他在三大赛事中获得的首个单项
赛事冠军头衔。记得每次参加完大赛之
后，
他都会在微信上向为他道贺、
鼓励的亲
人好友和媒体朋友一一致谢。
“我会继续努
力的”
，
这是樊振东的口头禅，
也是激励自
己不断前行的奋斗口号。刘国梁和国乒队
其他教练员、
队友都相信，
接下来的天津全
运会以及3年后的东京奥运会，
樊振东大
放异彩指日可待。
文/本报记者 肖赧

刘国梁：
樊振东是个天才！

新华社杜塞尔多夫电（记者 张
寒 王 子 江）从 17 岁 的 女 单 季 军 平
野 美 宇 ，到 13 岁 打 入 男 单 八 强 的 张
本智和，杜塞尔多夫世乒赛上的日本
队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不过这并不
能令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多
添几分忧虑。
早就看出张本智和素质不错的刘
国梁欣赏日本队的选材眼光，也赞赏其
顶着压力起用一个 13 岁少年打世乒赛

的勇气，但作为对手，他希望中国队始
终能保持技战术和心理上的优势。
“我们当然要重视对手。”他说，
“张
本智和很棒，但樊振东更棒，要让对手
始终有这样的压力……张本智和最多
是一个神童，但樊振东是个天才！跟他
生在一个时代，
呵……”
而在点评中国队的整体表现时，连
称“非常满意”的刘国梁不无骄傲地表
示，中国队的年龄结构堪称典范。
“两个

大满贯都捍卫了荣誉，但遭受的挑战也
比以前大了，说明我们年轻运动员起来
了。老队员保持住了，年轻队员起来
了，我们的新老交替也在不知不觉中完
成了。
”
他说。
“现在乒乓球运动员打到 30 岁是
没有问题的。”他笑着说，
“其实像马龙、
张继科，都不希望老被问年龄，问什么
时候退役，他们自己打得还欢着呢，这
么好的球员怎么会退役？
”

也在第一时间表示，
“蒂奥特，我们的心永远和你在
一起，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不愿相信的消息。
”
国际足联则在社交平台上配以蒂奥特的黑白照
片并写道：
“对在中国去世的蒂奥特的家人、朋友和
队友，
我们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作为国家队队
友，曾助攻蒂奥特打进唯一一个国家队进球的德罗
巴只用了两个简单的单词
“No Words”
来表达悲伤
之情，而后面则是一串流泪、震惊和心碎的表情符
号。效力于皇马的“大圣”贝尔则表示，这是一个太
可怕的消息，
自己的心与他的家人和朋友同在。
在国内，
包括北京中赫国安队在内的多家中超、
中甲俱乐部都在第一时间对此表达了哀悼。而在中
甲赛场上和蒂奥特有过同场竞技经历的老将周挺也
发文纪念这位球场上的对手。中国足球队的官方微
博在转发北控队的官方通告后写道：
“ 安息吧蒂奥
特，
愿天堂也有绿茵场。
”
文/本报记者 张昆龙

今晚，中国男足将在广州与菲律
宾队热身一场。虽然对手实力平平，
但
因备战时间有限，
能够以赛代练也有益
于国足适应
“桑拿天”
，
从而打好 13 日
客场与叙利亚队的那场12强赛关键战
役。据悉，
此番国足出征马来西亚（叙
利亚队主场），
中国足协高层包括协会
主席蔡振华都不会随队前往，
但足协为
国足创造的备战条件却丝毫不打折，
甚
至不惜重金包下3架商务飞机，
确保国
足将士往返客场的便利。
昨天下午，中国队在广州越秀山
体育场进行了与菲律宾队比赛前的
最后一次训练。训练前，主教练里皮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接受了媒体采
访。虽然目前在世预赛 12 强赛小组
角逐中中国队落后暂列第 3 名的乌
兹别克斯坦队 7 分，从而排名小组倒
数第二位，但因为乌兹别克斯坦队接
下来还要分别与伊朗队、中国队、韩
国队三队比赛，因此理论上仍有被中
国队反超积分的可能性。里皮昨天
的话锋也直指 13 日与叙利亚队的这
场世预赛“生死战”。他说，
“ 我们必
须相信自己。在我执教中国队的 3
场比赛中，前两场我们都非常出色，
只是最后一场与伊朗队的比赛有所
逊色。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余下
三轮全胜。我们明天与菲律宾队比
赛虽然没有积分，但会帮助我们增添
信心。”

如果从实力来说，菲律宾队和中
国队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因为广
州与客战叙利亚队赛地马来西亚马六
甲市的气候特点接近，再加上菲律宾
队非常善于在闷热气候下比赛，因此
今晚的热身也有助于国足提前适应大
马恶战的比赛环境。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确认，中国
队将于 8 日一早乘坐包机前往马来西
亚新山市备战，而中国足协主席团成
员，
包括主席蔡振华、秘书长张剑等都
不会随队赴马来西亚。其中的原因有
几方面，首先中国足协代表团昨日启
程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中德足坛高峰
会议，
包括张剑、专职执委林晓华及各
职能部门的中层干部都应邀赴会。此
外，
足协领导此番不去客场，
也是不愿
给队员平添精神压力，而希望他们专
注于比赛。
另据了解，为了配合国足打好与
叙利亚队的比赛，中国足协还特意更
换了球队包机合作伙伴，并包下 3 架
商务飞机，在确保球队出访快捷的同
时，也方便他们在客战之后分头返回
各自俱乐部。此外，中国足协还将球
队由新山市转战赛地马六甲市的时
间由 11 日延至 12 日，这是因为新山
市拥有全东南亚地区最优质的足球
训练条件，而马六甲市的训练场地草
皮质量很一般。
本报广州专电 记者 肖赧

爱北京 爱工体 爱国安 文明观赛
最美瞬间抓拍大赛投稿即将截止
本报讯 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工
体、
北京青年报、
北京球迷协会联合举
办的“爱北京 爱工体 爱国安 文明观
赛最美瞬间”抓拍大赛第一季活动正
在火热进行中，
6 月 10 日将截止投稿。
近些年来，北京球迷队伍中间越
来越重视对国安的文化传承，其中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文明观赛习惯的养
成，用适度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球队
的支持，
“观赛嘴净、
人走场净”
已经越
来越深入人心。如果您是国安球迷，
无论您是在工体观赛，或随球队远征

客场，抑或您参加与比赛有关的志愿
服务活动，
都可以拿起手机或相机，
抓
拍文明观赛的最美瞬间，将北京球迷
的文明风采定格，留下最美好的记
忆。抓拍大赛的颁奖仪式将安排在国
安主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进行，获奖
者将进入工体内场领奖。为满足不同
球迷和拍客的需求，本次抓拍大赛设
专业评审奖和最佳人气奖两个奖项。
投稿邮箱为：
3514178757@qq.com。
活动详情请关注“体坛叼 SIR”
（微信号：
qingtiyu）

马布里团队接触北控
本报讯（记者 宋翔）北京
青年报记者获悉，马布里团队
近期已经与北控男篮方面进行
了接触，北控方面也进一步了
动 态 解了马布里方面的想法，他们
会将这次的沟通情况反馈给北控集团，
但截止到目前还没有确定的结果。
球迷们非常关心马布里在下个赛季
去哪支球队效力，很多人猜测老马有可能
加入北控男篮。在上个月时北控男篮高
层曾经公开回应球队选择外援的事情，该
高层当时表示北控男篮不但考虑马布里，
还会考虑其他一些外援，看看哪个外援更
加适合北控男篮。
北控男篮在这个休赛期引援动作不
小，他们先是选择了丁伟教练来统帅这支
球队，之后又引入了浙江广厦队中锋王
征。此外，北控男篮还会在 CBA 选秀上
有一些引援动作。

直播导视
国际足球友谊赛：
19：
30 中国 VS 菲律宾
（CCTV-5）
法网公开赛：
22：
15 1/4 决赛
（CCTV-5）
6月8日
瑞士女排精英赛：
0：
30 中国 VS 荷兰
（CCTV-5）
3：
15 巴西 VS 德国
（CCTV-5）
（具体直播时间及场次以电视预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