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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阿尔滨队
明确冲超目标

新华社大连1月10日电（记者蔡拥军）大连
阿尔滨俱乐部新任总经理吕枫和球队新主教练斯
塔勒10日与媒体见面，明确球队今年的目标就是
冲超。

吕枫与斯塔勒在当天的媒体见面会上签下了
合同。吕枫表示，俱乐部今年的目标一个是冲超，
另一个是加强管理。他表示，球队的管理规定已
经制定，次日他将与主教练一起到昆明，将球员公
布这些规定。

斯塔勒表示自己非常了解中国足球，为此做
过功课，但对媒体问起的大连阿尔滨队本身的问
题时，他表示需要亲自接触球员来进一步了解，

“我更倾向于两周后回答你。”
斯塔勒表示自己会给年轻球员机会，球队需

要平衡，要有老将留下，也要有年轻球员给球队提
供活力。

大连阿尔滨队的队长兼助理教练陈涛、外援
巴克曼以及斯塔勒带来的主要负责体能训练的助
手参加了媒体见面会。斯塔勒说：“一切都建立在
努力工作的基础上，从明天开始。”他们将于11日
赶赴昆明，与先期到达那里的球队大部分人员会
合，进行冬训。

江山易夺难守，王朝盛极必衰。
一代排坛霸主，似乎也到了走下“神
坛”的时候。

10日，当八一、浙江、江苏、上海4
支女排队伍走上联赛半决赛的赛场、
为最后的冠军展开争夺时，曾九夺联
赛冠军的天津女排却黯然结束了本赛
季的联赛征程。

这是天津女排自2001－2002赛
季以来首次无缘四强。联赛第七的排
名，也是球队最近14个赛季的最差战
绩。过去13年，天津女排不仅在联赛
中傲视群芳，在全运会赛场也豪取三
连冠。女排，成为天津这座城市的一
张闪亮名片。

花开终有花谢时，但王朝也不是
一天坍塌的。事实上，天津女排在上
个赛季就呈现疲态，一路蹒跚获得亚
军实属不易，但并不能掩盖球队实力
下降的事实。本赛季，更是内外因的
多重作用，将天津女排压倒。

从外部环境看，本赛季的女排联赛
可说是进入战国时代。八一、江苏女排

依靠身体和技术俱佳的新生代强势崛
起；浙江女排继承天津女排的衣钵，靠整
体攻防驰骋天下；上海、北京、福建等球
队纷纷引入外援，实力大增。反观天津
女排，联赛前半程人员变动不大，伤病
多，实力大打折扣，虽然半途引入两名塞
尔维亚外援，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没有实
现补强的作用。

群雄纷争，不进则退。天津女排
没有保持住原来的优势，又不能补充
新的必杀技，被“列强”赶超就成了必
然。

缺乏组织核心，是天津女排最大的
软肋。二传手魏秋月对天津女排的作用
不言而喻。上赛季，魏秋月一度出国打
球，缺了组织核心的天津队连败开局，被
迫召回魏秋月，才稳住颓势，艰险进入八
强，并最终靠经验、底蕴和顽强意志夺得
亚军。

本赛季，魏秋月因伤缺席，姚迪出
任主力二传，虽能支撑天津队的运转，
但与魏秋月相比仍欠火候，特别是在
关键球的调度和分配、一传不到位等

困难球的处理上，难以化险为夷、转危
为安。

由于没有身高和网上优势，且强
攻能力不突出，天津女排探索出一套
适合自身特点的整体打法，每一个人、
每一个环节的发挥都不能掉链子，才
能保证整个攻防发挥效力。天津女排
威震排坛多年，靠的就是整体。

伤病过多也严重影响了天津女排
的状态。如前所述，魏秋月、殷娜、王
茜、李莹等有伤。有部分球迷质疑天
津女排的训练不够科学，才导致伤兵
满营。训练科学与否暂且不提，但天
津女排训练的刻苦程度是众所周知
的。另外，天津女排的赛事之多，远在
其他球队之上。女排联赛，天津队总
是从头走到尾，打满全程。全运会，也
是这班人马从小组赛打到决赛。亚俱
杯，天津女排也是常客。除了代表地
方和俱乐部，天津女排的多名球员还
要代表国家队出征、参赛。更多的赛
事，必然带来更多的疲劳和伤病。

（据新华社天津1月10日电）

核心缺乏 伤病过多

天津女排走下神坛

波士顿市长承诺

申办奥运省钱不任性
新华社华盛顿1月9日电 在美国奥委会确

认波士顿将代表美国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后，
波士顿市长马丁·沃尔什9日承诺，如果波士顿获
得奥运会举办权将谨遵节俭原则，避免过度花费。

“我承诺不会因为举办奥运会让波士顿市债台
高筑，”沃尔什在9日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

美国奥委会8日从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
波士顿4个提出申办请求的城市中选择了波士顿
作为代表，申办2024年奥运会。此前，波士顿从
未承办过奥运会，不过每年举行的波士顿马拉松
赛在田径界影响甚大。

目前，波士顿方面尚未正式成立奥运申办委
员会，不过预计承办奥运会将大约需要花费95亿
美元。他们计划不为奥运会兴建新的体育场馆，
而是对波士顿市内及周边现有场馆加以利用。

“我们不会花费纳税人的钱去兴建新场馆，”
沃尔什说。

海口市迎春杯足球赛

深蓝队小组出局
本报海口1月10日讯（记者王黎刚）海口市

传统赛事——“诚昭地产杯”海口市迎春杯足球赛
暨甲级联赛小组赛临近尾声，首次参赛的深蓝队
小组赛未尝胜绩，率先出局。

本次比赛共有21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争夺
两个参加2015年度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席
位。深蓝队和国兴中学队、南北队、御林军队、无
铭队同组。深蓝队由一群喜欢足球的发烧友组
成，球员的年龄跨度达20多岁，在比赛中，深蓝队
场上年龄最大的球员为48岁的薛山，年龄最小的
球员是25岁的黎浩洋。尽管他们5战全败，但球
员们没有放弃，每场比赛拼尽全力，踢出了自己的
最好水平。

在今天结束的比赛中，海航队2：2联合建工
队、长流中学队1：5通什咔咔队、劲酒队3：1亮剑
队、万宁长丰队1：1东北群队。

今年的联赛影响力不断扩大，不仅有海口的
球队参加，还吸引了五指山、昌江、澄迈、万宁、东
方等市县的球队踊跃报名。而且，联赛甚至还有

“外援”的身影，中国劲酒队拥有加纳外援、上届甲
级联赛最佳射手陈飞，424联队也有韩国外援。
此外，联赛的赛制也有很大变革，迎春杯与甲级联
赛“合为一体”，超级联赛除了常规赛，还有季后
赛，大大增加了比赛的悬念。

21支球队分4个小组进行争夺。小组赛采取
单循环赛制，各小组第一名直接进入八强，各小组
二、三名进行附加赛的争夺，比赛时长近一个月，
从1月3日开赛至24日结束。比赛的前两名将获
得参加2015年度海口市足球超级联赛的资格。

本次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体育
总会承办。

1月10日清晨，北京西郊八宝山。
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国际奥委会原委
员何振梁遗体送别仪式在革命公墓举
行。有“中国的奥林匹克先生”之称的何
振梁于1月4日15时50分在北京协和
医院辞世，享年85岁。今天，是何振梁
向这个世界做最后告别的日子。今天，
也是这个世界上那些亲近他、尊敬他、景
仰他的人们见他最后一面的日子。

10时许，公众送别仪式开始。近千
名群众依次缓缓走进灵堂，面向遗像默
哀，鞠躬，向何先生道别。

自1952年以翻译身份随中国体育代
表团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起，何振梁为将
中国体育推向世界、让世界接受中国体
育，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与精力。几十
年来，他为恢复新中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
的合法地位做出重要贡献。作为中国最
具资历和影响力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
梁在北京成功申办并圆满举办2008年奥
运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退休后，何
振梁仍一直积极传播奥林匹克文化，推动
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

“何老为提升中国体育在世界上的
影响和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体育
将永远感谢他。”中国首枚奥运金牌获得
者许海峰动情地说。

中国奥委会原秘书长魏纪中曾与何
老共事多年，他今天早上刚从国外出差
回来，一下飞机便直奔八宝山。“最应该
缅怀何老的是他的责任心和事业心，”魏
纪中说，何老一旦认定做一件事，一定会
全力以赴做到底。“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
会失利，他感到非常内疚，觉得当时自己
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要负主要责任。
我当时对他说，‘仗还没打完，我们不能
认输’。2001年第二次申办何老在投票
前做最后陈述，他的那番话感动了很多
人，因为他是用心在讲。”

曾与何振梁在北京奥申委合作的杨
澜也赶来送行，她红着眼圈说，与何老一
起共事是自己的幸运：“何振梁老师是我
非常尊重的长者，是体育外交家。他把
一生献给奥林匹克和中国体育外交。”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夫人
克劳迪娅·巴赫，国际奥委会执委吴经
国，委员霍震霆、杨杨，名誉委员高斯帕
以及来自中华台北奥委会的代表也都专
程前来参加悼念活动。何振梁逝世后，
巴赫主席发来悼词说，“何振梁先生帮助
奥林匹克大家庭更好地了解了他伟大的
祖国、人民和灿烂的文化。奥林匹克运
动自此失去了她最热忱的大使之一。”

送别队伍中也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普
通群众，他们为何老的为人和精神所感动。

先生虽逝，风范长存。
（据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人虽已走
风范长存

——何振梁遗体送别仪式侧记

1月 10日，在阿联酋迪拜进
行的2015年乒乓球世界杯团体
赛男团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
战胜中华台北队，晋级决赛。图
为张继科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乒乓球团体世界杯
中国男队晋级决赛

收获了
自信

大
侃
台

10日，中国
队球员蒿俊闵
（中）在比赛中
争顶。

新华社发

关注亚洲杯

1月10日，在海口西海岸国家帆船帆板训练
基地，来自国内的帆船帆板专业队员在进行冬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佩兰（国足主帅）表示，向我的队员表

示祝贺，艰苦的比赛能带来乐趣，我们非常
开心。我觉得我们的前期准备比较艰苦，今
天有了好的回报。我们的门将表现得那么
优异，我们又把握住了机会，其实我们安排
的防守反击战术也给对手带来了一定威胁，
我们要一步一步走，现在的任务就是准备下
一场比赛。

王大雷（国足门将）说：“赛前教练给

了我们很多鼓励，前几天有记者问我，你们
准备好了吗？我说1月10号的比赛会告诉
你答案。我们是有一些运气，但运气都是相
同的，很开心帮助中国队赢下这么关键的比
赛，也祝贺我的教练和兄弟们。”

施蒂利克（韩国主教练）认为，杯赛

刚刚开始，最好稳扎稳打。我宁愿以今天这
样的表现开始这次比赛，你可以从错误中吸
取教育，在比赛过程中不断提高。这好过一
上来赢个5：0，让所有人都觉得你能得冠
军，然后在后面的比赛中表现越来越差。

勒冈（阿曼队主教练）赛前期待能打平

韩国，他的愿望差点实现。勒冈认为，阿曼前
锋卡西姆上半场在禁区被放倒应该判罚点
球，但新西兰主裁彼得·奥利瑞并未判罚。

“那百分之百是个点球，”勒冈说，“这是
个糟糕的判罚，否则比赛结果可能很不一
样。” （据新华社电）

■ 王黎刚

首战力擒沙特队，国足不但改写了
18 年不胜对手的尴尬纪录，更重要的
是，这支年轻的球队收获了自信。

赛前，球迷并不看好国足。毕竟，
球队中充斥了大量的年轻球员，有人说
这届国足是“亚洲杯史上最嫩国足”。

让人欣慰的是，年轻的国足没有掉链
子，他们依靠速度和冲击力给沙特队施
加了较大的压力。

在进攻中，国足表现非常积极，特别
是今天国足很好的利用了自己边路突破
的优势，打起了两翼齐飞的战术。整个
上半场比赛，中国队在制造威胁次数上
明显多于沙特队，其中上半场吴曦一次
连过数人之后的射门险些破门，而中国

队积极的态度也使得沙特队上半场比赛
的进攻毫无收获，射门次数竟然为零。

从本场比赛国足的表现不难看出，
中国队进攻上的渗透能力比以前有了
进步。特别是年轻球员拼劲十足，像吴
曦、吉翔、武磊在比赛中显得非常兴奋，
无论是在进攻上还是在防守中都能够
积极参与。虽然在首场比赛中，中国队
球员个人能力上相比沙特队有些劣势，

但球队的团队配合以及积极的比赛态
度很好的弥补了中国队的这一劣势。

运气也站在了国足这边，沙特队的
点球被王大雷不可思议地扑了出来。
这个成功的扑救极大地
鼓舞了球队的士气，正
所 谓 大 难 不 死 必 有 后
福，国足靠一个变线的
任意球取得开门红。

据新华社布里斯班1月10日电（记
者公兵 郑道锦 曹杨）10日，中国国家男
足“寿星”门将王大雷神奇般地扑出点球，
将国足救出输球泥沼。而于海在个人第
50场国家队比赛中通过一记变线任意球
为国足打开胜利之门。1：0，国足险胜沙
特队，迎来澳大利亚亚洲杯开门红。

这也是国足在亚洲杯上首次战胜沙

特。取胜后的国足与乌兹别克斯坦同积
3分，并列B组第一。

国足和沙特可谓一对老冤家，此前
双方17次交锋，国足以6胜4平7负处
于劣势。本届亚洲杯预选赛上，国足对
阵沙特1平1负。而在亚洲杯赛场上，
国足面对沙特此前1平3负未尝胜绩，
其中最惨痛的经历便是1984年亚洲杯
决赛以0：2完败沙特，痛失登顶机会。

不过，沙特队近年来实力呈下滑之

势，且临阵换帅——阿联酋阿赫利俱乐
部主教练奥勒罗尤以“借帅”身份入主，
沙特队身处震荡之中。可以说，这支沙
特队即便与去年亚洲杯预赛时相比，也
有一定差距。

双方在上半场互有进攻，沙特队在
中路的渗透给国足造成一定威胁。国足
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来自于第43分钟，
蒿俊闵传球，吴曦前场接球后带球突破，
扣过对方一名防守球员后禁区内打门偏

出。沙特队则没有对国足大门构成威
胁。上半时两队打成0：0。

真正的大戏在下半场展开。第61
分钟，哈扎兹单刀突入禁区，任航将其铲
倒，主裁向任航出示黄牌，并判给沙特队
点球。当天过生日的王大雷表现神勇，
用膝盖将点球挡出。第80分钟，国足获
得前场任意球，于海直接打门，皮球打在
沙特球员身上后变线，直挂沙特队球门，
国足1：0领先。

失球后的沙特队开始疯狂压上，第
85分钟，任航挡住沙特球员的打门。第
88分钟，国足获得前场任意球，于汉超主
罚到后点被挡出。最终，在全场12557
名观众以及一大半中国球迷的见证下，
国足以1：0取胜，取得亚洲杯开门红。

获胜后国足积3分，与当日同以1：
0战胜朝鲜队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并列B
组第一。1月14日，国足将与乌兹别克
斯坦队展开小组赛第二轮较量。

大雷扑点 于海绝杀

国足一球险胜沙特

赛 后 声 音

1月10日，各界群众参加何振梁同
志遗体送别仪式。 新华社发

其它场次
战报

韩国 1：0阿曼

乌兹别克斯坦 1：0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