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赫国安今晚主场战辽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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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博轩、
张池明伤愈归来

施密特不怕雨 盼“最低消费
最低消费”
”
今晚，北京中赫国安将在主场迎
战身处保级边缘的辽宁沈阳开新队。
中超·国安 国安主帅施密特昨天表示，针对此前
连续两场出现丢两球的情况，球队已
经做出了相应布置，希望能在主场零封对手，用最
小的代价获得这关键的 3 分。而此前因伤缺阵两场
争夺的宋博轩和张池明昨天也出现在赛前训练中，
他们的及时复出将缓解施密特的用人压力。

李磊停赛 赵和靖顶上
6 场比赛，4 胜 2 平保持不败，施密特在执掌国
安之后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而且每场比赛中，
球队都能打入两球。不过在最近两场比赛中，国安
在面对鲁能和权健两个实力强劲的对手时，每场也
都丢了两球。对于防线出现的问题，施密特坦言：
“其实每场比赛都零封对手不太现实。在我上任
后，一共丢了 5 个球，其中包括 2 个定位球、1 个点
球、1 个角球，还有 1 个就是鲁能前锋佩莱打入的那
记梦幻般的远射。我们会对失球做分析和回顾，看
看局部防守还能有哪些改善之处。
”
正如他所说，面对辽宁沈阳开新队这个实力并
不算强劲的对手，国安确实应该把防守提升一个档
次，尤其在对方威胁最大的前锋詹姆斯已经基本伤
别本赛季的前提下，零封对手也是个正常的目标。
但在双方赛季首回合的交锋中，国安虽然火力全开
打入 4 个球，
但在防守端也丢了 2 个球。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国安主力左后卫李磊
因为累计 4 张黄牌停赛，此前除了对阵重庆队的比
赛开始后不久因伤被换下，
25 岁的他踢满了全部联
赛和杯赛，还两度破门。据了解，施密特在这个位
置上很有可能安排赵和靖首发来顶替李磊，另一个
选择是老将张辛昕，他在施密特上任后也有过入围

本报讯（记者 肖赧）在昨天下午
的广州恒大与河南建业赛前发布会上，
中超·动态 恒大主帅斯科拉里突然说了一句令人
惊讶的话，他说，
“保利尼奥的缺席，对
球队有太大影响。”而几个小时后，英国和西班牙媒
体分别曝出消息，
巴塞罗那俱乐部已经以 4000 万欧
元的价格买断了保利尼奥。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
解，
巴西国脚将于今天开赴巴萨体检、
签约。
巴萨对保利尼奥的渴望早已不是秘密。在内
马尔转投巴黎圣日耳曼之后，巴萨亟待为阵容补强
从而应对新赛季惨烈的各线竞争。不过，对于恒大
来说，球队能否荣膺本赛季四冠王，很大程度也取
决于保利尼奥的发挥。虽然恒大俱乐部此前已拒
绝了巴萨有关保利尼奥的报价，但按照外媒的说
法，
决定事情走向的关键仍在于巴西国脚本人。
据英国媒体报道，巴萨已经以 4000 万欧元的
价格买断了保利尼奥，而这个价格实际上就是保利
尼奥与恒大合同中的解约金价码。换言之，就算恒
大不愿放人，那么只要巴萨支付了违约金，也一样
可以得到保利尼奥。就像“大巴黎”从巴萨挖走内
马尔一样。
到昨晚为止，恒大俱乐部并没有做出官方回
应。有知情人表示，一个即将年满 30 岁的球员能
够获得巴萨的邀约，保利尼奥不可能不动心，他在
昨天恒大训练结束后已经与教练和队友道别了。

宋博轩、
张池明及时复出
今天的比赛中国安还会有一个位置可能出现
人员变化，那就是边前卫。此前两轮比赛，由于宋
博轩和张池明因伤缺席，施密特派上了右边后卫姜
涛出任右前卫。不过随着两位边翼球员的复出，本
场比赛，
他们中的一人有望重回首发阵容。
在昨天的训练课上，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了宋
博轩和张池明的身影。据了解，目前两人的身体状
况恢复得不错，相比张池明，宋博轩腿部出现的拉
伤情况更乐观一些，只不过他已经缺席了过去两轮
比赛，在伤势有所好转之后，体能也需要进一步储
备，
他打满全场比赛的可能性不大。

施密特最不怕雨战
如果说人员的调整还在施密特可掌控的范围
之 内 ，那 么 天 气 的 变 化 就 是 德 国 人 无 法 预 知 的
了。最近一段时间，京城经常会遭遇雨水天气。
天气预报显示，今晚比赛期间，也会有降雨出现。
不过当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国安主帅时，却得到
了一个略显意外的答案，德国人笑着表示，自己非
常习惯雨中作战，天气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
“别
忘了我是从德国来的，降雨量肯定比北京大。况
且我居住生活的地方是全德国降雨量最大的。对
于我个人来说，其实还挺喜欢下雨的，因此少量降
雨不会造成多大影响，更何况凉爽的天气还有利
于队员们的发挥。”
他的说法也得到国安队员的认可，一同参加赛
前发布会的张稀哲就表示，
“ 其实还是天儿凉快点
儿好。
”
文/本报记者 张昆龙

鲁能狂胜申花跻身前三
本报讯（记者 肖赧）昨晚，山东
鲁能队在主场以 5 比 0 狂胜以“残阵”
中超·战况 应战的上海申花队，从而跻身中超积
分榜前三名之列。申花队为力保足协杯夺冠希望，
也算下足了血本儿，而鲁能也凭借这场大胜升至积
分榜前三。
在前不久进行的足协杯赛事中，申花队曾经以
一胜一平的战绩淘汰鲁能，跻身足协杯半决赛。而
因为板凳力量有限，这支曾经的豪门球队顾此失
彼，在联赛近况不佳。上轮他们主场以 0 比 3 完败
在前任主帅曼萨诺率领的升班马贵州恒丰脚下，令
人瞠目结舌。
“屋漏偏逢连夜雨”，李运秋、曹赟定、张璐 3 人
本轮停赛，导致申花队实力大打折扣，而曹赟定还
因为上轮赛后拒绝与裁判行握手礼而被追加停赛
一场。在这种情况下，申花队本轮做客济南被迫选
择“战略放弃”，0 比 5 的结果客观反映了双方的实
力与心理对比。

京城德比
人和两球胜北控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昨晚，
中甲第21轮结束多
场争夺，
在备受关注的
“北京德比”
战中，
主场作战的北
京人和队 2 比 0 完胜北京北控燕京队，
实现了本赛季
对北控的双杀。此役过后，
人和继续位居积分榜次席。
本场比赛开场仅 7 分钟，坐拥主场之利的北京
人和队就凭借陈杰的进球取得了领先，半场结束
前，主队的外援前锋马西卡帮助球队扩大了比分。
易边再战之后，占据主场之利的人和队依然占据场
上的优势，
只可惜场上的比分并未发生变化。
客场作战的领头羊大连一方队被武汉卓尔
队逼平，人和由此缩小了和他们的差距，将冲超
的主动权继续把握在本队手中。而上轮刚刚战
胜深圳的北京北控燕京队则再次陷入了进攻不
力的困境中。

NBL

外援猛将连续三场 70+

新赛季揭幕战上演进球大战

吉鲁绝杀再现英雄本色

内马尔获法甲出场资格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昨天凌晨，
法国足协在官方社交平台上确认，已经
收到了内马尔的转会文件，这也标志着
巴西人可以正式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出
战。明天凌晨，内马尔有望迎来自己在
法甲
法甲的首秀。而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巴
萨方面也收到了内马尔 2.2 亿欧元的违约金。
10 天前，
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队以触发违约
金的方式从巴塞罗那队签下了巴西球星内马尔，巴
西人迫切希望能够出战上周末的法甲联赛揭幕战，
只可惜西班牙足协以及联赛委员会出具的转会材
料尚不完整，而内马尔也只能暂时随队训练并等待
相关手续的办理。
就在昨天，法国足协发布官方消息，表示已经
收到了西班牙方面递交的全部材料。法国足协写
道：
“ 法国足协确认收到西班牙足协发来的内马尔
转会证明。”而已经完成了相关注册手续的内马尔
也将有机会出战球队在明天凌晨客场挑战甘冈的
比赛，
法国球迷有望一睹大巴黎新 10 号的风采。同
时，据西班牙《世界体育报》确认，巴萨方面也已经
收到了内马尔 2.2 亿欧元的违约金，并将正式开始
追逐那些计划内的内马尔替代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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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买断保利尼奥

球队大名单的经历。

中甲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北京时间
昨天凌晨，新赛季英超揭幕战在酋长
球场展开角逐，主场作战的阿森纳凭
借拉卡泽特、维尔贝克、拉姆塞以及吉
英超
鲁在终场结束前的进球，以 4 比 3 险胜
莱斯特城，如愿取得了赛季的开门红，而此前盛传
将会转会离开的法国前锋吉鲁也用一记绝杀稳固
了自己在球队的地位。
昨天的这场比赛是英格兰顶级联赛 129 年历
史上首次在当地时间周五举办揭幕战，阿森纳近 7
个赛季首轮仅 1 次取胜，近 4 个赛季更是在首轮比
赛中吃了 3 场败仗。不过此番携带着社区盾杯冠军
的
“春风”
，
枪手还是在比赛开始仅仅 97 秒就收获了
进球。夏季转会期球队引进的最大牌球星拉卡泽
特用并不擅长的头球打开了球队的进球账户，同时
也开启了个人的首个英超赛季。90 分钟的比赛，
双
方共打进了 7 个球，
这放眼整个欧洲赛场，
也是揭幕
战比赛中并不常见的。
对于吉鲁在比赛最后阶段的进球，温格提出了
表扬，
“这是吉鲁在阿森纳的第 99 球，
他也用自己的
行动证明着自己对主力位置的竞争欲望，我曾经一
度允许了他的离开，因为我知道对他来说上场踢球
十分重要，但我还是找他谈了话，他也选择留了下
来。他在球队阵容中有着很重的分量，能留队是对
我最大的慰藉。
”

体育新闻

2017年8月13日 星期日

中国女队最欠缺的还是实力

参赛队员欠磨合

资料图

交棒犯规无成绩

中国女子接力再现悲情时刻
一年前在里约，已经收到决赛确认名单的
中国女子 4×100 米接力队，
被美国一纸申诉挤
出了决赛圈；
一年后在伦敦，
中国女子接力队又
因犯规没了成绩无缘决赛。悲情的背后，有运
气成分，
有训练时间不够，
也有中国女子百米实
力下降心情急切的原因。毕竟自 1997 年李雪
梅跑出 10 秒 79 后，中国再无女飞人能接近这
一成绩。

女子接力悲情多于惊喜
中国女子 4×100 米接力队 1997 年曾经在
当时亚洲第一女飞人李雪梅的带领下，闯进过
一次世锦赛决赛，最终获得第八。那也是女子
接力历史上的最好成绩。2007 年世锦赛，中国
女队排名第九只差一步与决赛擦肩而过。
2015 年北京世锦赛主场作战，中国女队最终排
在第十。
在 亚 洲 ，中 国 女 子 近 年 接 力 实 力 强 劲 。
2014 年仁川亚运会，中国女队与男队一起，破
亚洲纪录夺冠。今年第三届接力世锦赛，梁小
静、韦永丽、陶宇佳、袁琦琦组成的中国女队，
以
43 秒 11 获得铜牌。
在国际大赛上，中国女队也在接近决赛
圈。但在去年的里约奥运会，中国女队遭遇不
公。她们在预赛中原本排名第八，但却被美国
队通过申诉，
挤出了决赛。

磨合不够导致心急犯规
本次出战伦敦的中国女队由陶宇佳、韦永
丽、葛曼棋以及梁小静组成老带新阵容。昨天
在女子 4×100 米接力预赛中，中国队在二、三
棒交接时，
第三棒葛曼棋起跑太早，
韦永丽在出
接力区前没能顺利将棒交到她手上，中国队因
此遗憾地被取消成绩。
赛后接受采访时，陶宇佳表示，
“赛前以为
我们肯定能行，不过也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
其他比赛再磨合吧。
”
出现失误的葛曼棋，连着说了好几个对不

起，
“我有心理压力怕启动不好，结果还是启动
早了，
主要是来伦敦太晚了，
磨合没有做好。
”
最后一棒的梁小静认为，失误有一些客观
的原因，
“大家状态非常好，主要是 4 个人赛前
没有在一起练，
有两个星期时间分开，
出现一点
生疏，
现场氛围加上状态一下子就太兴奋，
当年
我参加第一届世锦赛时也抢跑了。
”

百米实力不如十年前
除了大赛现场给新队员带来的压力以及缺
乏合练带来的紧张，这届中国女子百米在最好
成绩上不如十年前，也是中国接力队下滑的一
大原因。
中国女子百米的爆发期出现在 1997 年上
海全运会。在那届 100 米决战中，川妹子李
雪梅和刘晓梅分别跑出 10 秒 79 和 10 秒 89，
成为迄今为止亚洲仅有的两位“破 11 秒”的女
飞人。
但在“后李雪梅时代”，接过她衣钵的选手
还没有出现。韦永丽目前是国内跑得最快的
女选手，今年 5 月的北京站挑战赛上跑出了 11
秒 24 的个人最好成绩，而袁琦琦也跑出了 11
秒 29。但在伦敦世锦赛女子 100 米预赛中，韦
永丽 11 秒 37 的成绩，
未能进入半决赛。

男子接力队再闯决赛
由吴智强、谢震业、苏炳添、张培萌组成的
中国男队，昨天给中国田径军团争了气。在男
4×100 米接力预赛中，
中国队与牙买加队同在
第二小组。中国队有伤在身的谢震业赛前临时
决定参赛，最终中国队以 38 秒 20 获得小组第
三，再获世界大赛决赛资格。即将退役的牙买
加名将博尔特出现在该队的第四棒，帮助牙买
加队以 37 秒 95 轻松获得小组第一。 中国男队
与美国队、英国队、日本队、土耳其队、牙买加
队、法国队、加拿大队一起，
获得了男子 4×100
米接力决赛的参赛资格。
文/本报记者 褚鹏

本报讯（记者 宋翔）在前晚的 NBL 比赛中，洛
阳队以 120 比 117 击败了广西队。洛阳队外援拉
斯·史密斯得到了 72 分，这已经是他连续第三场比
赛得分超过 70 分。这样的“得分机器”也得到了
CBA 球队的关注，
CBA 福建队有望签下这名外援。
史密斯在高中与大学时期的个人数据与比赛
表现都很优秀，但在来到 NBA 后，他的表现则并不
出众。在 2014 年时史密斯参加选秀，并在次轮被
费城 76 人队选中，
之后被交易到鹈鹕队。不久后史
密斯又被交易到灰熊队。在 NBA 整个的职业生
涯，
史密斯只有场均 2 分，
表现相当平淡。
在 NBA 发展并不顺利，史密斯后来去美国之
外的联赛打球。他曾经去土耳其联赛效力，这个赛
季则来到 NBL 球队。在 NBL 史密斯成为无人可挡
的超级球员，
他曾经单场得到过 81 分。而他场均可
以得到 60.5 分，是本赛季 NBL 所有球员中得分最
高的球员。
在NBL的数据如此突出，
这也引起了CBA福建
队的兴趣，
并且史密斯也同意接受福建队的合同。但
到目前为止，
福建队对此并未做官方回应。

中网

中网公益课堂
助力青少年网球

本报讯（记者 刘艾林）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
网公益基金主办的“中网少年”公益课堂活动暑期
在北京举行。几百名少年选择参加“中网少年”公
益课堂活动，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网球之路。
本次活动分为两站，分别是北京天坛体育活动
中心和 G&R 北京国际网球学院站。本次网球公益
培训课堂每期共 10 小时（8 小时实践课程+2 小时
微信课程）。课程以文字教学、动作图解以及技术
动态图等形式展现。从培训效果看，本次活动很好
地实现了“快易网球—即快速容易地学习网球”的
特点。这种融合了互联网思维的教学方法不仅为
组织方首创，也得到学员一致好评，是短时间培训
能达到事半功倍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

直播导视
田径世锦赛：
15:00 男子 50 公里竞走决赛
（CCTV-5）
男篮亚洲杯：
18:30 伊拉克 VS 中国
（CCTV-5）
中超联赛：
19:35 北京中赫国安 VS 辽宁开新
（BTV 体育）
田径世锦赛：
20:30 男、
女子 20 公里竞走决赛等
（CCTV-5）
英超联赛：
23:30 曼联 VS 西汉姆联
（CCTV-5）
8 月 14 日
田径世锦赛：
1:30 男子跳高决赛等
（CCTV-5）
（具体直播时间及场次以电视预告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