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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中超第22轮将进行广州富力主场
迎战长春亚泰的一场比赛。对于长春亚泰来说，
此前双杀中超领头羊广州恒大的两场比赛，令整
个足坛刮目相看的同时，也赢得了国内9家俱乐
部为其发贺电庆祝的盛况。然而此番再战广州球
队，而且是中超积分榜上排名第三的队伍，亚泰还
会那么幸运吗？答案却是否定的。

首先，长春亚泰本身并非强队，目前它在中超
积分榜上的位置只是第10位，前面21轮比赛打
过后，该队才得24分积分，并且其中恒大就“贡
献”了6分，这说明亚泰在中超球队中并非强者，
能够双杀恒大，完全是爆出了“冷门”。

其次，长春亚泰的对手广州富力，却是一支令
人不敢小觑的队伍。该队同样是完成了21轮比
赛，但其获得的积分却多达37分，比亚泰高出13
分，而且该队21轮比赛中胜了11场，仅负6场，平
4场，这就比亚泰的胜6场、负9场、平6场战绩强
很多。如此一支占据优势的队伍，面临较弱的对
手时赢球的概率自然要高得多。

再次，绿茵场上常现魔鬼定律，比如中超领头
羊广州恒大居然两次与亚泰交锋两次败阵，这很
让人无法解释。同样，魔鬼定律也不可能仅仅“光
顾”一家或一地，临到长春亚泰了，它就不太可能
只在广州球队身上应验，而是很有可能让亚泰自
身被“魔”缠身，这也从概率上说明，再碰广州球
队，亚泰很可能“走麦城”。

最后，从已经举行的一场双方对阵来看，长春
亚泰已在今年4月20日的主场比赛中以2：3不敌
广州富力，广州富力此番回到主场了，长春亚泰更
没有那么幸运了。 ■ 冯巍

■ 中超前瞻

亚泰不会再那么幸运

新华社柏林8月22日电（记者王
东）2014／15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今晚拉开帷幕，揭幕战由卫冕冠军拜
仁慕尼黑队主场对沃尔夫斯堡队。凭
借托马斯·穆勒和罗本的进球，拜仁以
2:1取得开门红。

瓜迪奥拉派出的首发阵容为守门
员：诺伊尔，后卫：贝尔纳特、巴德施图
贝、丹特、拉姆；中场：阿拉巴、高迪诺
（后腰）、格茨、托马斯·穆勒、罗本；前
锋：莱万多夫斯基。

罗本上半场先助攻托马斯·穆勒

首开纪录，自己又在下半场刚开始不
久接莱万多夫斯基的传球射门，球直
钻沃尔夫斯堡队球门右侧死角，拜仁
以 2:0 领先。沃尔夫斯堡队奋起直
追，奥利奇第 52分钟接队友右路传
球，打出一脚世界波破门。托马斯·
穆勒接下来射门成功，可惜被判越
位。拜仁最后以2:1取得新赛季的开
门红。

明天，德甲联赛首轮将全面展开，
其中重头戏是多特蒙德主场对阵勒沃
库森。

德甲新赛季开锣

卫冕冠军拜仁开门红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2日电（记
者姬烨）近来遭遇三连败的巴甲弗鲁米嫩
塞队21日在机场受到了部分球迷的侮辱
和袭击，而队中参加了巴西世界杯的前锋
弗雷德对此十分不满，作为队长的他表示
如果这一情况不得到解决，他和队友们就
将在本周末的巴甲联赛中罢赛。

然而，弗鲁米嫩塞俱乐部主席西姆
森和球员工会22日都对罢赛一事进行
了否认。

西姆森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说：
“我还没有和弗雷德沟通，但我与其他

队员进行了交流，他们都把精力集中在
恢复状态上，没有人告诉我想要罢赛。
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事。现在球队的
处境是不太好，但弗雷德的反应有点过
激了。”西姆森同时说，球迷的暴力行为
的确应该受到指责和处罚，不能让这种
风气毁了巴西足球的氛围。

在20日的巴甲第16轮中，弗鲁米
嫩塞客场0：1不敌查佩科恩，惨遭三
连败。糟糕的战绩让他们的球迷十分
愤怒，21日当球队回到俱乐部所在地
里约热内卢机场时，不少弗鲁米嫩塞

球迷前来围堵球员。尽管球队为躲避
球迷选择从后门离开，但不少球迷还
是发现了他们的踪迹，朝球员的汽车
投掷杂物，并且对球员怒吼、谩骂。

弗雷德之后在社交网站上传了一份
声明：“如果官方和俱乐部不对此（球迷袭
击）作出回应，作为队长我将让球员一起
抵制参加周日的巴甲联赛。”弗雷德还在
其网站附上了他与其他11名弗鲁米嫩塞
球员合影的照片，但本赛季从广州恒大回
归弗鲁米嫩塞的孔卡并未在照片中。

里约球员工会在事件发生后也

及时同弗鲁米嫩塞俱乐部和球员进
行了沟通，该工会副主席塞尔索说：

“在同他们沟通后我得知，本周末将
不会发生罢赛，这是弗雷德一时头脑
发热，但也可以理解，不过这个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

该工会同时表示，对于球迷对球员
的暴力行为，他们也会采取相关行动。

“我们已经致信弗鲁米嫩塞俱乐部、巴
西足协和相关安保部门，要求他们给球
员提供更多的保护。类似球迷侮辱、袭
击球员的事件不能成为一种风气。”

遭遇三连败后在机场受到球迷侮辱和攻击

巴甲弗雷德号召罢赛无人响应

据新华社伦敦8月22日电 对于
首秀失利的曼联新任主帅范加尔来说，
24日客场对阵桑德兰队的比赛有了利
好消息，他的得力弟子范佩西已确认会
在本场比赛中复出。

英超揭幕战中，曼联在主场1：2爆
冷不敌斯旺西队，让原本对新赛季抱有
期待的球迷大失所望，因此本周末的比
赛对“红魔”十分重要。

“罗宾（范佩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很
高兴他能参加周末的比赛。”范加尔在
2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和鲁尼会
是一对很棒的锋线搭档，希望接下来的
比赛他们能进很多球。”

若如期登场，这将是范佩西自去年
3月英超曼联0：3不敌利物浦后，在英
超赛场上的首次亮相。

范佩西复出曼联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22日电
（记者姬烨）内马尔又伤了！巴塞罗那俱
乐部22日证实，刚从世界杯重伤中伤愈
的内马尔，脚踝又遭遇一级扭伤，很有可
能缺席西甲新赛季首轮比赛。

4月，在世界杯即将到来之际，内马
尔在西班牙国王杯决赛中左脚第四跖骨
挫伤，这一伤势让人们一度担心他的赛季
就此报销，甚至有可能无法参加世界杯。
但年轻的内马尔显示出超快的康复能力，
仅仅缺席巴萨5场比赛，他就重回赛场，
赶上了巴萨上赛季的西甲最后一役。

内马尔又受伤

新华社柏林8月22日电 22日在柏林举行
的欧洲游泳锦标赛上，英国19岁小将亚当·佩蒂
在男子50米蛙泳半决赛中游出26秒62的成绩，
打破了南非“蛙王”范德伯格保持的世界纪录。

佩蒂将范德伯格保持的世界纪录缩短了0.05
秒。后者保持了5年的世界纪录是在2009年罗
马世锦赛上创造的。

“这个成绩太令我惊讶了。”佩蒂连看了5次
记分牌才敢确认自己真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这
感觉太美妙了，无以言表，”他说。

但佩蒂仍不满足：“我今天的表现还不完美，
接下来的决赛我会竭尽所能，争取更好成绩。”

在本届欧锦赛上，佩蒂已经获得100米蛙泳
和4×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

英国19岁小将打破
50米蛙泳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2日电 美国男子篮
球队22日公布了出征男篮世界杯的12人大名
单，过去两年饱受伤病困扰的罗斯最终顺利入选。

入选的12人分别是：罗斯、凯里·欧文、史蒂
芬·库里、鲁迪·盖伊、德罗赞、克雷·汤普森、哈登、
考辛斯、安东尼·戴维斯、法里德、德拉蒙德和梅
森·普拉姆利。而全明星控卫利拉德、戈登·海伍
德、帕森斯和科沃尔4人落选。

美国篮协主席科朗格洛在名单出来后还安慰
了落选的球员，他说：“我想澄清的一点是，这份名
单和球员的天赋无关，他们每个人都才华横溢，可
我们只能选择那些最适合球队体系的人。”

2014年男篮世界杯赛将于8月30日至9月
14日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按照规定，如果球
队出现了伤病等特殊情况，球员大名单可以在开
赛前一天更改。

男篮世界杯

梦之队12人名单出炉

新华社南京8月23日电（记者李
嘉 王春燕）南京青奥会跳水比赛23
日拉开帷幕，中国小将吴圣平在女子
10米台决赛中稳稳夺金，她的夺冠成
绩比第二名、马拉西亚选手罗佳宜高
出了将近76分。

青奥会的女子跳台决赛只有 4
轮，作为南京人的吴圣平在“家门口”
比赛每一跳都干净利落，毫无悬念地

夺得了金牌，罗佳宜获得银牌，第三名
是来自墨西哥的亚历山德拉·欧罗泽·
罗萨。

18岁的吴圣平已经是一位跳水
经验丰富的“老将”，她在2009年全运
会上和陈若琳搭档赢得过双人10米
台的亚军，两人还数次在全国跳水锦
标赛中联手出战。

“今天我的心态很稳定，我知道只

要正常发挥就没有问题，”吴圣平说，
“陈若琳是我的偶像，我最欣赏她坚韧
的品质。我也想当奥运冠军，这是我
最大的目标。但是这么大的目标可能
一下子实现不了，还是先从小目标开
始。”

眼睛有点近视的吴圣平不知道父
母来看比赛没有，“他们说要来，但是
我看不清楚，”她笑着说，“我想跟爸爸

妈妈说，我拿金牌了！”
吴圣平还自我吐槽说自己是因为

太淘气才开始练跳水，“（我小时候）太
皮了。我妈说小区的健身器材，我老
是往上爬，整天爬上爬下的。我妈就
送我去一个又练体育又上学的幼儿
园。后来就开始跳水了。”

获得铜牌的罗萨赛后表示自己就

是冲着夺牌来的，“我参加过伦敦奥运
会，而且我训练很刻苦，我觉得我有实
力赢得青奥会奖牌，”罗萨绝非说大
话，她是伦敦奥运会女双10米台的银
牌得主，她当时的搭档是墨西哥跳水
名将保拉·埃斯皮诺萨。

“保拉就像我的姐姐一样，给我很
多鼓励，我也希望能成为她那样成功
的跳水运动员，”罗萨说。

新华社南京8月23日电（记者
张荣锋 朱旭东）国际奥委会副主席、
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于再清23
日透露，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在南京青奥会上只颁奖一次，
那就是给武术项目颁奖。

巴赫22日在南京市高淳区武
术赛场为武术选手颁奖，这是青奥
会开赛以来，巴赫第一次为运动员
颁奖。于再清证实，这是巴赫青奥
会上唯一一次为运动员颁奖，本届
青奥会，他不会再为其他项目和运
动员颁奖。将武术定为唯一颁奖项
目，于再清认为这是巴赫对中国的
尊重，也显示了巴赫对武术运动发
展的支持。

但于再清告诫，不要将巴赫的
行为理解为武术很快就会进入奥运
会，如果大家都这样认为，这会让巴
赫陷入尴尬的境地。由于国际武术
联合会1990年才成立，目前已拥有
150个成员协会，而且能够争取到
入奥八个候选项目，已经是取得长
足进步。在八个候选项目中，国际
武联成立的时间最短，其他几个项
目的联合会中成立最晚的也比国际

武
联早近40
年，有些组织成立
甚至早于国际武联上百

年。武术的推广时间较短，2002

年国际武联成为国际奥委会承认的

体育组织，2011年在南非进行的国

际奥委会执委会上，武术成为奥运

会八个备选项目之一。

于再清透露，武术何时能进入

奥运会，跟国际奥委会的改革走向

相关。国际奥委会有委员提出要

减少小项目、分项目，增加大项目，

例如可从游泳、田径和赛艇等金牌

过多的项目中剔除一些小项目，增

加备选项目中的大项，如果改革沿

着这个方向走，武术入奥的机会就

大些。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于再清：

巴赫只给武术颁奖

据新华社南京 8 月 23 日电
（记者郑思远 秦华江）青奥会女
子曲棍球四分之一决赛 23 日在
南京青奥体育公园进行，中国女
子曲棍球国少队以 7 比 1 大胜南
非队。算上小组赛的四场全胜，
中国女曲豪取五连胜，强势进入
半决赛。

夺冠热门荷兰队在稍早的比
赛中8比 1击败德国队，随后到现
场观战中国对南非的比赛，应当是
把中国队当成潜在竞争对手。

比赛一开始中国队就展开强烈
攻势，三分钟内女队球员连续攻入
三球，其中张佳丽贡献两球，张馨丹
攻入一球。南非队在第一节仅仅由

纳塔莉·卡拉·埃斯特韦斯远射扳回
一分。

第二节中国队牢牢控制比赛
节奏，张馨丹再进两球，李红和陈
阳也各有一球入账。中国队以7：1
的大比分领先结束第二节。

第三节比赛中国队在确保胜
利的情况下放缓了节奏，虽然也有
破门机会但都没有很好地把握
住。双方再无建树，7：1的比分保
持到终场。

女曲主教练郭旭东说：“我们
在赛前研究了对手，所以这场比赛
打得有针对性，开场领先后因比分
差距较大，没必要拼得很凶，就收
了一收。”

中国女曲五连胜进四强

中国小将吴圣平摘下跳水首金

本报海口8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由国家体育
总局、教育部、央视主办的2014年“谁是球王”中
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海选赛海口站比赛，今天开踢。

在今天结束的部分比赛中，澄中07联合队
1：4第二春1队，残联海龙队1：7猎鹰队，联合建
工队1：5第二春3队，共有超过100支海南的业
余球队参加本次比赛。

据介绍，此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促健康，同心
共筑中国梦”为主题，普通民众（除在中国足球协
会注册的运动员、学籍在足球学校的学生外）不论
男女老幼，只要有踢球热情，都可参与其中。比赛
为五人制足球赛，设娃娃组、青少年组、社会组三
个组别，分海选赛、大区赛、总决赛三个阶段。全
国分东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西南、东南和华
南8个赛区进行角逐。

海口足球民间争霸赛开踢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由美国职业棒球
大联盟（MLB）和乐视共同推出的体育选秀节目《一
球成名》，历时4个月后，23日在京决出总冠军。

从4月开始全国网络报名及海选，到今夏北
京、上海、广州三赛区的区域晋级赛，这档体育选
秀节目终于引来了密训营（或总决赛）。由北京赛
区冠军沈欣杰领衔的“极度狂热”队，最终荣膺年
度总冠军，他们将飞赴纽约，造访MLB总部、棒
球名人堂、MLB棒球达人馆、纽约大都会队主场
花旗棒球场等地，体验美国棒球文化。

《一球成名》今年4月上线后，累计有1万人参
赛，并有数十万人来到海选现场亲身参与。来到
密训营的三位城市冠军分别是北京的沈欣杰、上
海的丁一涵和广州的郑伟坚。三位冠军经过了海
选、区域晋级赛、人气PK三个环节后脱颖而出。

美职棒真人秀
在京决出总冠军

赞比亚选手悉尼·西亚梅
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梁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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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子10

0

米
飞
人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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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记
者

李
响

摄

马振霞夺得女子5000米
竞走冠军这一中国田径首金
后兴奋地披国旗庆祝

新华社记者 任正来 摄

罗本（左）和穆勒在进球后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