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
报道： 在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 14 天的隔离后，国乒昨天宣
布就地解散， 队员们回到各自
所属的省、市队伍进行训练，同
时与家人短暂相聚。 7 月中旬，
国乒将在海南陵水重新集结，
备战下半年赛事的重启。

国乒于 6 月 15 日从澳门
来到广州，隔离地点选在广州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原伟伦体
校 ）， 训练 并 未 间 断 。 早 在
2014 年，国乒男队就曾在此封
闭集训，备战仁川亚运会。 女
队虽然是第一次来，但女队主
教练李隼表示，队员们看到学
校墙上挂着从这里输送到国
家队的刘诗雯、木子等队员的
照片都倍感亲切。 男队主教练
秦志戬表示感谢伟伦体校的
精心安排，“无论是住宿、训
练、饮食还是防疫，都安排得
井井有条”。

这两周，国乒重点训练体
能。 据秦志戬介绍，男队增加
了两个半天的体能训练时间，
一方面重点进行乒乓球步伐、
前后左右移动、有氧、耐力等
专项体能训练，另一方面增加
了游戏性体能训练。“这帮男
孩子经过两个星期的训练，体
能增强不少”。 女队则因地制
宜，重点进行跨项训练。 据李
隼透露，看到学校还有很多其
他项目，所以组织队员练了跆
拳道和拳击，因为这两个项目
对乒乓球有不少值得借鉴的
地方。 他表示，在广州隔离训
练期间， 女队精神面貌很好，

“大家都很开心 ， 练得也不
错”，“收获很大， 特别是专项
步伐、全身用力上、腿和上下
肢的用力配合上”。

据秦志戬透露， 国乒将放
假半个月。 自大年初二飞往德
国参加公开赛后， 国乒一直辗
转于卡塔尔多哈和澳门等地，
队员和教练们一直没有机会回
家与亲人见面。

7 月中旬，国乒在海南陵水
重新集结后，将展开一、二队的
升降级以及备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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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时 50 分 青岛 VS 广厦
（央视体育）

11 时 50 分 四川 VS 深圳
（广东体育）

15 时 20 分 上海 VS 新疆
（央视体育）

15 时 55 分 江苏 VS 福建
（CCTV5+）

19 时 30 分 北京 VS 广州
（CCTV5+）

19 时 35 分 广东 VS 北控
（央视体育、广东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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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在“恒大足校青训行”活
动中， 羊城晚报记者见到了前中
国男足主教练、 原上海市足协主
席朱广沪。 他在球员时代就入选
国少队， 当教练后又带领健力宝
少年足球队留学巴西， 后来又带
领深圳健力宝队夺得中超元年的
冠军，还成为国家队主教练。他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 恒大足校近两
年拿了 34 个冠军，培养出一批年
轻球员人才， 对各级国家队是很
大的支持。

朱广沪认为， 从中日韩三国
来看， 一家青训机构从建立到向
俱乐部输送球员， 过程大概需要
8 至 10 年。 恒大足校于 2012 年
建成办学， 如今也到出人才的时
候了。

他表示：“我始终认为， 青训
体系应该把培养人才放在第一
位，要出优秀队员、尖子队员，这
对青训来说是很关键的， 恒大在
这方面应该说做得不错。 ”在最新
一期的 U19 国青队名单，恒大队
有 5 人入选，U16 国少队也有 4
人上榜。“我觉得这也是对国家队
的一种支持”。广州恒大是带着热
爱在做足球， 希望中国足球更快
打出翻身仗， 更快在世界上有立
足之地，“从这个想法出发持续培
养小队员、持续打造成年队员”。

朱广沪昨天一早就来到恒大

足校的国际比赛场， 观看每周一
次的升旗仪式。 升旗仪式让他看
到孩子们对足球的态度以及自我
要求，“这就是从小培养爱国主义
精神、集体荣誉感。足球是团队项
目，这些地方做好的话，对孩子今
后整体发展都有很大益处”。

恒大足校请来了高水平的外
教， 也把尖子生送到欧洲接受最
先进足球理念。朱广沪认为，这些
做法对孩子的成长非常有益，“包
括恒大俱乐部一线队， 也是请了
世界级教练， 培训了很多国内优
秀球员。 这一整套从职业队到青
训的竞训体系， 假以时日会越来
越成熟”。

他以自己的执教为例：“健力
宝中青队当时出国留学， 得了很
多在国外生活、学习、训练、比赛
的经历和经验。对球员来说，当他
们走上职业道路，甚至当教练，都
是特别有益的。”让朱广沪特别欣
慰的是， 当年留学巴西的健力宝
队先后有 29 位队员， 现在 95%
以上在干足球工作 ，“球员退役
后，很多人当了教练，包括国足主
教练李铁、国奥队主教练郝伟等。
所以我觉得在国外的那段时间学
习，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足球，更
好地理解了足球，更好地参与、热
爱了足球。 ”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发自清远）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本剑报
道：中超开赛在即，随着外援塔利
斯卡日前回到广州， 恒大队终于
迎来最强阵容。

6 月 28 日凌晨，塔利斯卡乘
坐包机从伦敦抵达广州； 抵达后
第一时间就进行新冠肺炎的核酸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阴性。按照规
定，塔利斯卡将进入为期 14 天的
医学观察期。

恒大队的另一名巴西外援保
利尼奥已于 6 月 16 日回到广州，
核酸检测结果同样为阴性。 如无
意外， 保利尼奥将于明天解除隔
离跟队训练。 根据恒大俱乐部原
计划， 塔利斯卡原本和保利尼奥
一起回到广州， 但因老家交通管
制而晚归了十多天。

恒大队终于迎来最强阵容，

对于出战新赛季中超无疑是一大
利好。 新赛季中超在 7 月底或 8
月初开赛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
塔利斯卡能赶得上。

日前， 中超各俱乐部已经接
到口头通知，要求按照 7 月 25 日
开赛来做准备。 中国足协也已经
成立 7 个工作小组， 负责中超的
防疫、竞赛、商务、媒体转播、后勤
保障与接待、裁判等，确保中超在
获准开赛后能够迅速地运转起
来。

大连和苏州赛区也已做好了
准备。 大连赛区计划在本周六进
行测试赛， 由大连人队与青岛黄
海队打热身赛。 这场比赛按照中
超规程进行， 通过热身赛发现各
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为正
式开赛做准备。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 国际足球俱乐部在疫情
期间收入下降， 超大手笔引援鲜
有出现，换球员、补差价可能成为
今夏流行的方式。 意甲八连冠得
主尤文图斯和西甲两连冠得主巴
塞罗那今晨就做成这种交易：波
黑中场皮亚尼奇和巴西中场阿图
尔互换东家。

皮亚尼奇的基础转会费是
6000 万欧元， 阿图尔则为 7200
万欧元， 因此尤文需要向巴萨支
付 1200 万欧元的差价。皮亚尼奇
30 岁，被誉为“新哈维”的阿图尔
将于 8 月份年满 24 岁。巴萨中场
明显老化， 俱乐部高层似乎还嫌
中场不够老， 这桩用年轻中场换
中场老将的交易让人看不懂。

阿图尔和皮亚尼奇将在老东
家效力到本赛季结束， 也就是联
赛和欧冠全部结束后才会转投新
东家， 他们有机会在欧冠淘汰赛
交锋。巴萨与皮亚尼奇签约 4 年，
转会费另有 500 万欧元的浮动部
分；尤文与阿图尔签约 5 年，转会
费另有 1000 万欧元的浮动部分。

2009 年夏天，巴萨与国际米
兰做过换球员的交易。 巴萨王牌
前锋埃托奥加盟国米 ， 转会费
2000 万欧元，国米明星前锋伊布
加盟巴萨的转会费是 6950 万欧
元，巴萨向国米补了近 5000 万欧
元的差价。 埃托奥在国米大放异
彩，2009-2010 赛季帮助新东家
成为欧冠、 意甲、 意大利杯三冠

王， 在欧冠半决赛把老东家巴萨
淘汰出局。 伊布在巴萨与梅西不
合拍，与主帅瓜迪奥拉闹矛盾，只
效力了一个赛季就被巴萨打发
走。

时隔 11 年，巴萨似乎又在为
意甲豪门送礼。 皮亚尼奇的个性
不像伊布那样张扬， 可能不会惹
是生非，问题是年龄确实偏大。巴
萨中场布斯克茨和拉基蒂奇活力
明显下降， 皮亚尼奇只比他们分
别年轻两岁。阿图尔和 23 岁的荷
兰中场德容， 原本被视为巴萨中
场完成更新换代的基石， 阿图尔
非常希望留下来， 但巴萨还是坚
决地把他赶走了。

阿图尔本赛季状态平平，在
西甲仅贡献 3 个进球和 3 次助
攻。 皮亚尼奇此前在里昂、罗马、
尤文的整体表现都很出色， 不过
已是老将了， 也许巴萨希望他能
“即插即用”。皮亚尼奇 2016 年加
盟尤文，为尤文出场 170 次，贡献
36 次助攻和 22 个进球。 本赛季
在尤文主帅萨里手下， 皮亚尼奇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因此萌生去
意。

巴西中场阿图尔被公认很有
天赋， 原本与巴萨签约到 2024
年，违约金高达 4 亿欧元。尤文用
皮亚尼奇换来还有广阔上升空间
的阿图尔， 可说是一次中场的升
级。 阿图尔将在尤文与 3 名巴西
队队友团聚， 分别是边锋科斯塔
以及边后卫桑德罗、达尼洛。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
报道：国际乒联昨天宣布，中国
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上图 ，
新华社发 ） 将担任新成立的世
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 简 称
WTT）理事会主席。这是刘国梁
继运动员、教练员、中国乒协主
席之后， 又一次重要的身份转
换———从今以后， 他不仅要考
虑中国乒乓球的发展， 更要带
领全球的职业乒乓球运动迈向
新时代。

接受自我挑战
当国际乒联抛出“橄榄

枝”， 刘国梁没有太多犹豫，选
择接受这一任命。 他感慨道：

“人生就是不断在自我挑战。 ”
他还直言， 这是身份转换最大
的一次。

在刘国梁看来， 这是国际
乒联（ITTF）多年来最大胆的一
次改革，“也是为了发展这项运
动和在世界的普及”，是非常好
的机遇，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

“需要全世界乒乓球人共同努
力，（建立 ）‘世界乒乓球命运共
同体’。 大家团结一心，为了乒

乓球事业发展以及在世界的推
广，希望每一个国家、协会和每
一个明星运动员发挥主观能
动，调动起来，让更多的人接触
乒乓、了解乒乓、喜欢乒乓”。

刘国梁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最多的就是“平台”。 他认为，无
论是大满贯赛事， 还是其他一
系列的比赛， 都是在为运动员
和球迷搭建平台。“有更好的平
台提供给球员， 有更多的优秀
运动员可以展现自己、 体现自
我价值， 同时球迷也能欣赏到
最高水平的比赛。 ” 刘国梁认
为，自己是运动员出身，非常了
解运动员的需求， 运动员需要
有好的比赛平台展现自己的才
艺，赛事的增加，无形中给了所
有运动员机会。“以往乒乓球主
要是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
三大赛称为大满贯赛事， 我们
也希望 WTT 从明年开始有自
己的大满贯赛事”。

在刘国梁眼中， 球迷和运
动员是“鱼水关系”，“球星需要
球迷和粉丝的追崇、鼓励，更好
的球迷粉丝能造就体育明星，
这是息息相关的”。 他表示，在
里约奥运会后， 乒乓球在中国

和日本， 尤其在年轻群体中受
到巨大关注，“希望通过这个平
台打造更多体育明星， 在社会
传递正能量”。 他认为：“明星越
多，大家就会越喜爱这项运动，
球迷粉丝也会越多。 球员是真
正的生产力， 要通过这个平台
培养出更多冠军， 打造更多明
星，输送更多精彩的比赛，让球
星和球迷有更多近距离接触。 ”

他强调：“这些都是超出金
牌之外的挑战， 但正因为有这
样的机会和平台， 才能把这项
运动推向最高峰。 ”

讲好中国故事
虽然身份有所转变， 但作

为中国乒协主席， 刘国梁还是
有清醒的认知：“原来都是想着
带领中国队拿冠军， 现在到了
WTT 这一世界舞台上，更多的
是传递中国乒乓文化， 在世界
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 让世界
乒乓球的发展过程以中国为中
心。 ”

他认为：“世界乒乓球需要
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这是互
相帮助、 互相促进的。 不可否

认，中国的冠军、球星和球迷数
量都是最多的， 但需要世界舞
台和更好的平台展现自己，通
过 WTT 这一平台让中国乒乓
文化得到展示。 ”

他还表示 ：“重塑乒乓外
交，提升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国
乒乓球来说很重要。 原来我们
就有这样的光荣传统， 也希望
我们这一代人在未来起到同样
的作用。 ”

面对新的挑战， 刘国梁表
示：“我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
在 WTT 这一世界舞台上，每个
国家的文化和信仰都不同。 如
何求大同存小异， 把各自的优
势发挥出来，这是最大的挑战，
也是未来最主要的方向。

“现在体育行业确实面临
着巨大危机 ，但危机危机 ，危
险过 去 可 能 也 是 一 个 机 遇 。
如何重启重塑乒乓球非常重
要 ，越是在这种困难时刻 ，越
需要全世界乒乓球人共同努
力、团结一心，共同塑造世界
舞台 ，通过 WTT 这个平台打
造职业化 、产业化和国际化 ”
———刘国梁发出这样的“履新
感言”。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报
道：CBA 复赛后第一阶段比赛昨
天继续进行， 南粤两强同日出
战。 排名榜首的广东队在三天内
第二次遭遇天津队，继上次碰面
赢了 53 分后， 昨天又以 126 比
98 大胜；广州队半场落后 12 分，
曾一度逆转比分，但在最后时刻

还是没有顶住浙江队的“三分
雨”，遗憾地以 107 比 111 败北。

广东队主帅杜锋曾表示，天
津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两队
之间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几天
前 53 分的分差就是明证。 再遇
天津队， 广东队选择轮换阵容。
上一场表现出色的易建联没有

出场， 威姆斯成为主要得分点，
全场共拿下全队最高的 23 分。
小将胡明轩送出 10 次助攻，连
续两场刷新个人生涯助攻纪录，
此外还拿到 11 分， 职业生涯首
次拿到两双数据。

几乎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
始，广东队就始终把主动权牢牢
掌握在手中。 首节比赛，广东队
领先 10 分； 半场结束时就把分
差扩大到 20 分以上， 比赛几乎
失去了悬念。 全场比赛，广东队
共有 8 人得分上双，尽管核心球
员易建联轮休，全队的整体实力
依旧强大。

广东队仍有不足的是外线命
中率始终不太稳定，昨天在三分
线外共出手 24 次， 但只命中 7
球，命中率还不足 30%，比对手
低了 10 个百分点。 天津队的硬
实力不足，无法给广东队制造足
够的威胁，但若在季后赛中面对
其他强队，如此之低的三分命中
率可能将成为隐患。

在联赛复赛后的前几场比
赛， 广州队虽然击败辽宁队、广
厦队两支劲旅，但对阵中下游球
队时，却时常暴露出关键时刻不

够稳定的弱点。 昨天对阵浙江
队，广州队在上半时落后了两位
数，下半时奋起反击，虽然一度
反超比分， 但最终还是功亏一
篑。

广州队的亨特和陈盈骏分别
拿下 22 分和 20 分，无奈浙江队
的朱旭航奉献上佳表现，全场投
进 7 记三分，砍下 28 分，此外还
有 10 个篮板进账。 在比赛的最
后阶段，正是朱旭航的三分球帮
助浙江队稳住了局面，让胜利的
天平再次倾斜。

广州队输掉比赛的过程和此
前对阵同曦队有些类似， 都是一
度以大比分落后， 再通过努力反
超比分， 但在最后时刻又被对手
逆转。对阵同曦队，广州队在最后
4 分钟被对手完成 13 分的逆转。

浙江队昨天在比赛最后时刻
外线手感“爆棚”，但广州队仍死
守二三联防不换，给对手留出太
多远程发炮的空间。 广州队有不
少实力派球员，但必须要学会如
何在关键时刻应对比赛。

其余比赛， 山东队以 95 比
77 战胜四川队，辽宁队以 109 比
81 大胜青岛队。

想知道 WTT 为什么选择
刘国梁担任理事会主席 ， 先要
了解 WTT 究竟是什么。

长期以来，乒乓球运动的职
业化和商业化程度不算太高，除
了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外，
其余赛事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吸
引力有限，由此也限制了乒乓球
运动的影响力。 当然，相比职业
化、 商业化程度极高的网球、高
尔夫和足球等运动 ， 乒乓球的
“吸金”能力也大大受限。

为此 ， 国际乒联早已酝酿
进行改革 ， 并在去年 8 月成立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
旨在以运动员和球迷为核心 ，
全面升级和改造国际乒联的赛
事体系及商业体系 ， 充分发挥
乒乓球运动的潜力 ， 进一步推
动乒乓球的世界影响力 ， 从而
在与其他体育项目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构

想是每年设立四站大满贯赛 ，
WTT 希望将其打造成 为 比 肩
网球四大满贯 、 高尔夫大师赛
的世界顶尖体育赛事 。 除了大
满贯 ，WTT 每年还将设立一系
列大奖赛 ， 以丰厚的奖金吸引
顶级运动员参赛。

理想很丰满，但“掌舵人”尤
为重要。谁是最有能力引领这项
改革的人？国际乒联将目光瞄准
了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国 际 乒联的官方声明称 ：
“WTT 理 事 会 将 更 好 地 保 障
WTT 的良性发展， 为世界乒乓
球的未来把握好方向。 因此需要
一位世界乒乓球行业的领袖人
物 来 出 任 理 事 会 主 席 ， 带 领
WTT 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
世界乒乓球大家庭里，刘国梁先
生不仅是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同
时也拥有完美的才能及丰富的
职业成就。 他曾获得奥运会和世

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单打金牌，退
役后，又曾先后担任中国乒乓球
队总教练和中国乒乓球协会主
席， 期间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中
国乒乓球协会也是目前世界上
最成功的乒乓球协会。 ”

国际乒联的意思其实很好
理解 ， 就是三个字 ：“有能力 ”。
国际乒联认为 ， 刘国梁已经在
乒乓球的各个领域都证明了自
己 。 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
夫·丹顿直言 ，刘国梁不仅在中
国 ， 同时在世界乒坛都是最具
影响力的人物 ， “为使 WTT 和
乒乓球整体取得成功 ， 当务之
急是让最高层的人们积极参与
塑造我们这项运动的未来 。 现
在正值疫情期间 ， 我们期待在
这个困难时期刘国梁能带领世
界乒乓球回到正轨 。 对于整个
乒乓球家庭来说 ， 这项任命是
个极好消息。 ”国际乒联首席副

主席卡里尔·阿尔·默罕纳德也
表示 ， 坚信刘国梁是能够帮助
WTT 和乒乓球项目 走 向 成 功
的最佳人选。

当然，能力和职业成就只是
选择刘国梁的一个原因 ， 对于
WTT 来说，在改革方面有想法、
有创见也是极为重要的 。 史蒂
夫·丹顿认为， 刘国梁也和他们
一样在想一些新颖方式，使乒乓
球运动更职业化、更商业化。 他
们一起讨论了应该如何使赛事
更有趣、规模更大、更刺激。

对于 WTT 来说 ，未来的目
标是宏伟的———让赛事全面展
现 ，有更多的电视转播 ，最重要
的是增加商业收入 。 由刘国梁
担任主席的 WTT 理事会 ，将是
面向公众和市场的代表和领导
机构 ， 代表了所有主要世界乒
乓球参与者的观点。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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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能力”成为“掌舵人”

广东队连胜无悬念 广州队再度遭逆转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
报道： 由广东省体育局主办的
湾区运动汇将于今晚正式上
线，与其创意属性相匹配，以虚
拟发布会的形式与用户见面。

广东省体育产业受到疫情
影响，各项赛事活动被迫暂停，
企业运营也一度停滞。 随着复
工复产号角吹响， 各行业开始
复苏，体育行业也逐步重启。 这
时候需要一种形式创新、 直接
有效的模式为重启注入动力，
由此诞生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湾区运动汇”新思路。

推出湾区运动汇， 是广东
省体育局创新的重要举措，切
实将体育从业者的需求摆在了
复工复产工作的首位。 据悉，湾
区运动汇计划组织一批有担
当、有诉求的体育企业，通过整
合多方资源、提供官方支持，包
括媒体宣传及服务支持等，鼓
励各协会、 俱乐部及体育企业
积极报送各种有特色、 有创意
的线上线下活动及赛事方案。
湾区运动汇促进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新场景的普及应用，在
困境中找寻新的机遇及发展，
为体育产业的复工复产提供更
肥沃的土壤。

目前， 首批精选赛事活动
已同步发布， 其中包括广东省
田径协会的全民健康日幸福广
东跑线上活动、 广东省体操技
巧协会的线上广场舞系列活
动、 广东省电子竞技运动协会
的 2020 粤港澳电子竞技公开
赛等等。 湾区运动汇为活动组
织开展“PICK 你心中的 C 位体
育活动赛事”投票活动，用创意
有趣的方式邀请体育爱好者参
与互动； 可通过关注官方公众
号“湾区运动汇”，在第一篇推
送中参与投票。

出任世界乒乓球职业大
联盟理事会主席， 打造世界
级乒乓球新平台

刘刘国国梁梁：：
职职业业乒乒坛坛
““掌掌舵舵人人””

关注国乒

国家队在广州解散
下月中旬重新集结

湾区运动汇
今天上线

广州恒大外援塔利斯卡 图 / 视觉中国

胡明轩（左）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