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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宣布禁止俄罗斯代表团
参加明年的平昌冬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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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四强赛
国足飞抵东京备战

张琳芃入围留悬念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昨天下午，中国男足飞
抵日本东京，备战即将于本周末开始的东亚四强
赛。出发前，
球队在深圳的基地拍摄了全家福，
包括
此前受伤的姜至鹏在内，全部国脚都出现在合影
中。本次日本之行，里皮率领 24 名队员出征，此前
同样有伤在身的张琳芃也随队抵达东京，不过他有
可能会因伤落选最终的 23 人正式参赛名单。
为了备战本次东亚杯的比赛，国足从上周五开
始在深圳集结，尽管经历了姜至鹏受伤、范晓冬入
替等伤病问题，目前国足上下的精神面貌都非常不
错。就在昨天全队前往日本之前，本期入围集训名
单的 24 名国脚和教练组的全部成员及工作人员集
体拍摄了全家福。值得一提的是，已经确定将会无
缘本次东亚杯比赛的姜至鹏也出现在了合影之
中。根据规定，
球队会在比赛开始前提交最终的 23
人正式名单，有伤在身的后防大将张琳芃能否最终
入围还要看恢复情况。
由于本次集训缺少了郑智、冯潇霆、武磊等常
备国脚，外界将这支国足称为“二队”，不过期待在
东亚杯比赛中有所斩获的国足显然并不希望背上
这样的称号，毕竟球队阵中球员的实力还是具备一
定的竞争力。在出发之前的一场热身赛中，国足以
2 比 0 完胜恒大预备队，破门的是球队的两名正印
前锋于大宝和肖智。由于这是东亚杯比赛前唯一
一场热身比赛，从过程和结果来看，国足队员的状
态保持得不错。
根据安排，国足将在本次东亚四强赛的比赛中
接连面对东亚三强的挑战。本周六，球队将在首场
比赛中迎战老对手韩国队，下周二，国足将挑战东
道主日本队，而收官之战，国足将会在下周六和朝
鲜队过招。

围棋·阿含桐山杯

柁嘉熹速胜捧杯
本报讯（记者 褚鹏）第 19 届中日阿含桐山杯
围棋快棋冠军对抗赛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国的柁嘉
熹九段执黑 135 手速胜日本的六浦雄太七段，获得
优胜。在这项中日双边对抗赛中，中国冠军 14 胜 5
负遥遥领先。
六浦雄太是日本第 24 期阿含桐山杯快棋赛的
大黑马。柁嘉熹能杀入决赛，同样证明了自己的实
力。本次柁嘉熹在阿含桐山杯快棋赛中连胜王泽
锦、陈耀烨、时越，决赛力克上届冠军柯洁首次夺
冠，
首次代表中国出战此项双边赛。
昨天面对 1999 年出生的日本新锐，柁嘉熹下
得干脆利落。虽然是快棋赛，柁嘉熹计算精确毫不
手软，手起刀落屠龙成功，仅用了 135 手就让日本
新星中盘认输。柁嘉熹获得 500 万日元的优胜奖
金，
六浦雄太获得 200 万日元奖金。
至此，
19 次阿含桐山杯中日冠军对抗赛中国冠
军赢了 14 次，日本冠军仅在第 1-4 届及第 17 届赢
了 5 次。

拜仁、尤文、切尔西均以小组第二晋级

欧冠淘汰赛迎来“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昨天凌
晨，
本赛季欧冠小组赛最后一轮结束
第一比赛日的争夺，
拜仁慕尼黑和尤
文图斯队在取胜之后各自以小组第
二的身份成功晋级 16 强，此前出线
形势不容乐观的“蓝军”切尔西在战平马德里竞技
队之后，同样锁定了小组第二，并将对手淘汰出
局。由于以上三支豪门球队“屈居”小组次席，这也
让第一轮淘汰赛上演强强对话的机会大大增加。
上轮比赛结束后，已经有多支球队提前锁定了
出线权，相比之下，
“ 蓝军”切尔西则在为一个出线
名额而苦苦奋斗。本赛季他们经常出现“遇强不
弱，遇弱不强”的情况，由于之前不敌罗马队，蓝军
要想锁定一个小组出线名额就必须在和马竞的直
接对话中保持不败，而最终经过 90 分钟的较量，孔
蒂的球队收获了一场 1 比 1，在惊险搭上 16 强末班
车的同时，也把西蒙尼的球队送到了欧联杯的赛
场。和切尔西的境遇类似，末轮比赛只有确保胜利
才能晋级的尤文图斯队迎来了和奥林匹亚科斯队
的争夺，好在关键时刻阿莱格里的弟子们顶住了压
力，
客场 2 比 0 完胜对手成功晋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迎来巅峰对决，拜仁在本轮
比赛之前就已经确保了出线资格，不过面对此前完
胜过自己的“大巴黎”，海因克斯的弟子们希望能够
一雪前耻。如果本场比赛能够净胜巴黎圣日耳曼队
4 球以上，德甲豪门甚至有冲击小组第一的可能。
正因如此，志在夺得小组第一的拜仁将士开场后就
围攻“大巴黎”的球门并在第 8 分钟就取得了领先，
只可惜最终 3 比 1 的结果只能让球队屈居小组次席。
赛后英国媒体分析称，
拜仁、
尤文和切尔西这三
强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 16 强，
会给接下来的第一
轮淘汰赛带来“惊喜”，因为很多强强对话很有可能
会提前上演。
《天空体育》就表示，
尽管欧冠抽签有相
应的规避原则，
不过以目前的情况看，
身为小组第一
的巴黎圣日耳曼和曼联都有可能碰上尤文图斯和皇
马，
而巴塞罗那队则有可能遇到拜仁或切尔西。

直播导视
2017/2018 赛季花样滑冰大奖赛总决赛：
17:00 双人短节目
（CCTV-5）
18:40 男单短节目
（CCTV-5）
CBA：
19:35 北农商 VS 广州
（BTV 体育）
平昌冬奥会男子冰壶资格赛
21:00 中国 VS 荷兰
（CCTV-5）
（具体直播时间及场次以电视预告为准）

俄罗斯反兴奋剂实验室早已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面临棘手问题

国际奥委会昨日宣布，因俄罗斯“系统性操纵反
兴奋剂工作”，禁止该国代表团参加明年 2 月的韩国
平昌冬奥会。这样，
四年前在索契冬奥会拿下金牌排
行榜第一的俄罗斯队将无缘平昌冬奥会舞台。另一
方面，
国际奥委会称，
允许符合条件的俄运动员以
“奥
林匹克运动员”
的名义参赛。而俄罗斯奥委会将于本
月 12 日开会决定是否参赛，若俄方宣布抵制平昌冬
奥会，
那么对冬奥会来说将是一大损失。

影响

国际足联尴尬应对
由于俄奥委会遭到禁赛，
包括俄罗斯副总理、前
体育部长维塔利·穆特科等官员已被处以禁止参加
未来所有奥运会的处罚。而穆特科却是明年夏天俄
罗斯世界杯的主要组织者，
这让国际足联很尴尬。
对此，国际足联回应说，IOC（国际奥委会）的裁
决
“不影响”
世界杯的筹备工作。官方还补充说它将
“继续在比赛中采取一切措施，
来确保足球不受兴奋
剂污染”
，
明年夏天每个球员都将接受药检，
“所有兴
奋剂样本的分析都将在俄罗斯以外的 WADA 实验
室展开。
”

指责

“史无前例的破坏”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将俄罗斯的兴奋剂事件定
性为政府给运动员系统性使用兴奋剂，是“对奥林匹
克运动精神
‘史无前例的破坏’
”
。
从上月底到本月初，
国际奥委会相继剥夺了俄罗
斯在本土索契冬奥会获得的 11 枚奖牌。如此一来，
俄罗斯在索契冬奥会的奖牌榜和金牌榜的双料第一
位置都降到了第五位。
随着国际奥委会宣布对俄罗斯参加平昌冬奥会
予以禁赛，制裁达到了新的高度。巴赫表示，禁赛的
同时也要保护那些清白的俄罗斯运动员。他希望禁
赛的制裁能给这一丑闻画上句号，
并成为有效的反兴
奋剂斗争的
“催化剂”
。

反击

俄运动员呼吁抵制平昌冬奥会

背景

禁药丑闻系自己人曝光
俄罗斯兴奋剂事件从个例到群体，
从夏季奥运会
闹到冬奥会，这场愈演愈烈的大戏背后，是俄罗斯反
兴奋剂机构实验室前主管罗琴科夫的反戈一击。
罗琴科夫原是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的主任。
在索契冬奥会之后，他就收到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的指控，称他为俄罗斯大规模兴奋剂丑闻
的
“核心人物”
，
并摧毁了 1400 多份血液和尿液样本。
在莫斯科法院发出逮捕令后，
罗琴科夫于2016年
1月逃往美国。在2016 年5 月他接受《纽约时报》采访
时表示，
为运动员提供兴奋剂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如果
他没有参加，
国家将停止向他的实验室提供资助。
罗琴科夫在采访中称，俄罗斯奥委会牵头，带运
动员服用兴奋剂，俄罗斯特工还负责“掩护”，让有问
题的血液样本瞒天过海。
此后 WADA 据此开始调查，随着《麦克拉伦报
告》的出炉，谴责俄罗斯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现象由
田径界扩散到了俄罗斯体育界的每一个角落，
以美国
为首的多个国家以及反兴奋剂机构强烈上书，
要求奥
委会禁止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这场烈火至今仍
难以平息。

后果

俄官员被列入制裁名单
由于国际奥委会认定俄罗斯系有组织、大批量运
动员服用兴奋剂，
本次禁令也延伸到俄罗斯体育高官
身上。
日前，
瑞士原联邦主席施密德担任负责人的委员
会发布《施密德报告》，
证实俄罗斯在索契冬奥会期间
存在系统性操纵反兴奋剂系统的情况。
根据施密德委员会的建议，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
定禁止俄罗斯参加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同时，也禁
止俄罗斯体育部官员出席平昌冬奥会。
这样，
曾任俄罗斯体育部长的穆特科和副部长纳
戈尔内赫将终身不得参加奥运会，
取消索契冬奥会组
委会首席执行官切尔尼申科在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
会中的职务，
暂停俄罗斯奥委会主席茹科夫的国际奥
委会委员职务。

奥委会规定，参赛的运动员必须符合以下
要求：1.运动员必须符合他们各自运动项目的
参赛标准；2.运动员过去不得有过因违反反兴奋
剂规则而被取消比赛资格或被宣布无资格参加
比赛的经历；3.运动员必须接受奥运会前测试任
务组要求的所有比赛前的目标测试；4.运动员必
须接受由小组指定的其他测试要求以确保公平
竞争的环境。

受伤

俄备战花费 10 亿卢布
对于2018 年平昌冬奥会，
上届金牌榜第一的
俄罗斯志在必得。俄罗斯奥委会第一副主席、
俄罗
斯 2018 年冬奥会代表团领导斯塔尼斯拉夫·波兹
德尼亚科夫曾透露，
在备战平昌冬奥会的 4 年中，
俄罗斯已花费了10亿卢布（约1.15亿元人民币）。
斯塔尼斯拉夫·波兹德尼亚科夫强调，俄罗
斯的平昌冬奥会备战工作一直严格按照计划进
行，尽管这个过程处于一种复杂的形势中，目前
“平昌-2018”
备战工作正逐渐接近尾声。
在高调宣布耗资 10 亿卢布以外，
俄罗斯近日
还发布了平昌冬奥会官方服装，
并邀请专业的模
特走 T 台展示。11 月 11 日，俄罗斯冰球队也公
布了冬奥战袍，红色上衣，正面印有俄罗斯国
徽。全新战袍采用的是更轻、更透气的材料，同
时增加了一定元素的混搭以及通风性。在 NHL
拒绝平昌冬奥会后，
俄罗斯男子冰球队出战平昌
冬奥会的班底将以 KHL 球员组成。

一边是国际奥委会抛出橄榄枝，允许俄罗斯选
手以个人资格、以“来自俄罗斯的奥林匹克运动员”
名义参加个人或集体项目，一边是一些俄罗斯名将
表示会抵制平昌冬奥会。
对于可以参加奥运会的俄罗斯运动员，国际奥
委会提出了严苛要求，
除了需要自证清白，
运动员服
装上也不得印制俄罗斯国旗，
并禁奏俄罗斯国歌。
在被称为“冬奥之花”项目的花滑赛事中，俄罗
斯的明星队员、花滑选手叶甫根尼娅·梅德韦杰娃当
天出席国际奥委会会议并表示，若不允许携带俄罗
斯国旗，
自己决不会参加冬奥会。
俄罗斯的速滑运动员阿里克谢·克拉索夫说，
这
是对俄罗斯运动员的侮辱，
“我的观点是每个运动员
应该自己决定是要退赛还是在非俄罗斯国旗下比
赛。但是那个准入程序，
本身就是一种侮辱。
”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VGTRK 表示，如果俄罗斯
代表队不参加冬奥会，将不会转播冬奥会。在当天
转播国际奥委会发布会的过程中，俄国家电视台在
屏幕右上角的奥运五环标志上增加了斜杠，以抗议
国际奥委会当天的决定。

表态

俄罗斯：
告密者才是兴奋剂元凶
一方面国际奥委会基于告密者罗琴科夫做出对
俄罗斯禁赛的处罚，另一方面俄罗斯官方也在指责
称告密者本人才是俄罗斯兴奋剂丑闻的元凶。
在索契冬奥会出现大规模的兴奋剂丑闻后，俄
罗斯官方在改组反兴奋剂机构的同时也成立了专
门的调查部门。日前，调查部门公布的一项结果显
示，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兴奋剂事件的“告密者”——
罗琴科夫曾通过私人途径向运动员提供兴奋剂，他
的举报实际是为了掩盖自己才是“兴奋剂元凶”的
真相。
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
“ 有证据表
明，
罗琴科夫曾亲自为运动员和教练提供药物，
运动
员和教练员并不清楚这些药物的用途，然而后来这
些药物被确定为提高成绩的兴奋剂。
”
同时俄罗斯官方也再次强调，
“罗琴科夫摧毁了运
动员的样本，
然后指责俄罗斯实施国家兴奋剂计划。
”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2016 年接受《莫斯科日报》
采访时也表示，
罗琴科夫的行为是
“一个声名狼藉的
人对体育政治的干预”
。
文/本报记者 褚鹏

条件

这样的运动员才能去平昌
在关闭了俄罗斯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的大门
后，
国际奥委会也为
“符合条件”
的运动员开了一扇窗。
国际奥委会宣布，
符合参赛规定的俄罗斯运动员
可以参赛，只是不能以俄罗斯代表队的身份参加，不
能在俄罗斯国旗下参加比赛，
赢得的任何奖牌也不会
归俄罗斯。奥委会会给他们提供中立的制服，
俄罗斯
国歌也被禁止播放。

新赛季亚冠小组赛抽签揭晓

亚冠

上海申花陷入
“死亡之组”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昨天下午，
2018 赛季亚
冠联赛小组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结束，四支
中超球队的位置已经确定，其中联赛冠军广州恒大
队和日本天皇杯冠军、韩国济州联队以及泰国武里
南联队同处 G 组，足协杯冠军上海申花队则和悉尼
FC、日本鹿岛鹿角队以及一支资格赛球队同处 H
组，参加资格赛的两支球队天津权健和上海上港队
晋级正赛的机会非常大。而在正式抽签开始前亚
足联还闹了“乌龙”，其官网上公布的球队名单中并
没有上海上港队的名字。
根据亚冠联赛“2+2”的名额分配规则，两支参
加正赛的队伍为广州恒大和上海申花，两支参加资
格赛的队伍则是上海上港和天津权健。相比于其
他赛事的抽签，亚冠小组赛的抽签仪式因为亚足联
的“保护”原则而没有悬念。广州恒大作为中超冠
军，其位置已经被提前“锁定”，同组对手中将肯定
包含一支日本球队和一支韩国球队，而从最终的结

果来看，
恒大队抽到了一个不错的签位。
相比之下，另一个直接获得正赛资格的申花
队明年的亚冠之旅将会很艰难，毕竟同组的对手不
但有澳大利亚联赛冠军、日本联赛亚军，很有可能
还会遭遇到实力雄厚的水原三星队。这支韩国劲
旅将会参与资格赛的争夺，一旦顺利入围，那么申
花所在的 H 组将会是下赛季亚冠联赛中名副其实
的
“死亡之组”
。
尽管作为联赛亚军和季军的上海上港和天津
权健队都要参加亚冠的附加赛，但他们的对手实力
均不强，不出意外将会顺利晋级正赛。一旦两队顺
利突围，将分别出现在 F 组和 E 组中。权健的对手
将是韩国全北现代队、香港杰志队以及另外一支资
格赛球队，上港则会和日本川崎前锋队、韩国蔚山
现代队以及墨尔本胜利队同组。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抽签之前还发生了一个
小插曲，亚足联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抽签规则以

及参与抽签的球队，不过在球队名单序列里却漏掉
了上海上港队的名字。名单显示，直接参加小组赛
的中国球队是中超冠军广州恒大和足协杯冠军上
海申花，而在需要参加资格赛的球队名单中，中国
本来应该有中超亚军上海上港和季军天津权健两
支球队，结果亚足联却只写了天津权健，将本赛季
亚冠四强球队上海上港给遗漏了，不过好在最终的
抽签并未受到此事的影响。
东亚区抽签结果
E 组：
全北现代、
香港杰志、
资格赛球队（天津权
健所在区）、
资格赛球队
F 组：
川崎前锋、
蔚山现代、
墨尔本胜利、
资格赛
球队（上海上港所在区）
G 组：广州恒大、日本天皇杯冠军、济州联、武
里南联
H 组：悉尼 FC、上海申花、鹿岛鹿角、资格赛球
队（水原三星所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