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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今晨

本周一，一场足总杯第三轮的
比赛在英超球队热刺和第八级别联
赛球队航海队之间进行，这样一场
看起来缺乏悬念的对决，却成了最
近最暖心的比赛。

在足总杯和联赛杯这样的杯赛
中，经常会出现小球队与豪门对阵
的情形。在正常的赛季中，这样的
对阵会成为小球会的节日，不只是因
为他们获得了难得的机会来挑战强
大的对手，更因为这会带动自己的球
市票房，往往一场这样的赛事，就能
帮助小球会顺利运营一年的时间。

但是，疫情期间要空场比赛，让
这笔收入泡汤了。这时他们的对手
热刺伸出了援手，倡议自己的球迷都
去购买对方的“虚拟票”，热刺主帅穆
里尼奥率先自掏腰包。在很短的时
间里，这场比赛近似无偿捐赠性质的
虚拟票就卖出三万多张，其中来自热
刺球迷的就有两万多张。而原本航
海队官方预期的数字只是600张。

帮 助 航 海 队 的 不 止 热 刺 一
家。和航海队同城的利物浦队就
在赛前向他们提供了很多热刺的
比赛录像点评，另一支利物浦的英
超球队埃弗顿则在航海队的训练
场被停用的时候向他们开放了自
己的训练设施。在比赛后，热刺也
将这场比赛针对航海队的赛前战
术分析文件送给了尼尔。让英超
顶级的教练组和数据专家分析球
队，这对于八级联赛球队来说也是
一笔馈赠。值得一提的是，热刺本
赛季自身财政吃紧，却还以类似的
方式帮助过业余球队马里恩和莱顿
东方。

这场比赛还有个有趣的花絮，
因为航海队简陋的主场只围了一圈
栅栏，紧邻居民的后院。工作人员
在栅栏上标记了每家每户对应的门
牌号，这样一来当球被踢进后院的
时候就可以准确敲开对应人家的正
门找球。

一 支 八 级 联 赛 球 队 的 暖 心 比
赛，反映出的是足球界的“共同体意
识”。在艰辛的疫情赛季里，强队扶
持弱小，同行守望相助。此前德甲
停摆期间，以拜仁、多特为代表的豪
门球队，也向中下游俱乐部发起过
捐款，帮助他们度过“严寒”。

远亲不如近邻，同行，亦如近
邻！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暖心足总杯
同行如近邻

亮话体坛

“00后”谢科10天两入大赛决赛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

道：第九届应氏杯世界职业围
棋锦标赛三番棋半决赛昨日在
线上战罢第二局，中韩两位“00
后”新锐棋手谢科八段、申真谞
九段分别战胜日本棋手一力辽
九段和中国棋手赵晨宇八段，
以 2 比 0 的总比分击败对手晋
级决赛。这也是谢科继“梦百合
杯”半决赛后，十天内再次闯进世
界大赛决赛。

先拔头筹的谢科昨日执黑先
行，他祭出老式的“错向小目”布
局。开局阶段一力辽吸取了上一
盘棋用时紧张的教训，落子飞
快。双方在左上角形成转换后，
白棋不仅借助厚势攻击上方黑
棋，还张起了中腹模样，一力辽布

局获得成功。
进入中盘角逐，一力辽判断

出现失误，过于贪图右下角实地，
让谢科筑起外势后把白棋的中腹
势力洗劫一空，黑棋一举逆转了
局势。后半盘收官，一力辽再次
在时间的催促下出现失误，不仅
盘 面 落 后 1 点 ，还 延 时 被 罚 2
点。最终谢科依靠精准的官子收
束，以3点之优胜出，直落两局成
功闯入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首局痛失好
局的赵晨宇，再次在前半盘占优
的形势下被申真谞逆转了局势，
最后执黑以 1 点之差落败，申真
谞同样连下两城闯入决赛。

谢科与申真谞的五番棋决赛
比赛日期尚未确定。

今晨，曼联凭借博格巴在第
71分钟的凌空怒射破门，做客特
富摩尔球场以1比0小胜伯恩利，
打赢了英超第 1轮的补赛。这场
胜利使得曼联在第 17 轮后积 36
分，以 3分优势超过利物浦，独占
积分榜首位。

这也是自 2013 年 5 月 19 日
之后，在传奇教练弗格森引退之
后，曼联首次在新年之后占据英
超积分榜首位。曼联将于1月 18
日 0时30分在客场挑战其英超第
19轮对手利物浦，如果曼联赢下
此役，就将领先对手6分，那争冠
就真的有戏了！

对伯恩利一战可视为曼联非
常重要的一场胜利，但当值主裁
判却不合时宜地抢戏，减弱了红

魔此役的胜利者光环。
争议点出现在第 28分钟，曼

联后卫卢克·肖后场铲球踢倒了
伯恩利的格维兹门松，但主裁判
让比赛继续。曼联的进攻发展到
前场，卡瓦尼得球后单刀赴会，被
守将布拉迪铲倒，这次主裁判吹
罚了任意球，并出示黄牌。可是
在回放 VAR 之后，主裁判改判
了，不仅收回了给布拉迪的黄牌，
而且给了卢克·肖一张黄牌。

其实，主裁判已经连续两次
犯错，前一次不作为是漏判，后一
次改判同样是错的，毕竟卢克·肖
和布拉迪两人都犯规了，主裁判不
应该用后一个错误去更正前一个
错误。其实，此役的裁判执法争议
还有两次：头一次是马奎尔在第

35分钟头球破门，被吹罚犯规在
先进球无效；后一次是马奎尔在第
88分钟禁区内防守有手球嫌疑，
回看VAR后确认不违例。

此役，当值主裁判确实存在
误判、漏判，但却很难就此认定其
执法客观上对曼联有利，更难以
得出他偏向曼联的结论。可是外
界已经有了裁判照顾曼联的刻板
印象，因而此役的主裁判执法，难
免成为争论的话题。巧合的是，
下一轮执法曼联对利物浦之役的
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他过去10
场吹罚曼联的比赛送了红魔 5个
点球，14场吹罚利物浦却未给利
物浦 1 个点球，这难免引来外界
质疑。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2021 日本乒乓球锦标赛本
周一在大阪开赛。作为一年一
度的日本乒坛盛事，本次锦标赛
高手云集，包括国乒最大对手伊
藤美诚、张本智和等悉数参赛。
不过在成人组单打赛事开始前，
率先进行的青少年组赛事已颇为
吸引眼球。除了一些已经小有名
气的小将，如张本智和的妹妹张
本美和参赛外，还有不少出身于
乒乓球世家的“名门”之后，第一
次亮相日本全锦赛的赛场。

作为青少年组女单参赛年龄
最小的球员，张本梓恩引发极大
关注。这不仅因为她的年龄，也
因为她的名字，更因为她的父母。

看到“张本”这个姓氏就很
容易让人联想到华裔名将张本
智和以及他的妹妹张本美和，而
这位刚刚小学五年级的张本梓
恩真的也是华裔选手，2010年出
生的她比张本美和还要小一些，
她的父母原来都是知名的中国
乒乓球选手——张一博和张莉
梓。张莉梓原名汤媛媛，曾多年
担任日本著名球星福原爱的私

人教练，是大满贯得主王楠在辽
宁队的队友，据称，“梓恩”这个名
字也是福原爱给起的。而张本梓
恩的父亲张一博的名气也不小，出
生在上海，后入籍日本，职业生涯最
辉煌一战莫过于在2010年团体世
界杯上3比0赢了马龙。

本次比赛，张一博亲自担任
女儿的场外指导。虽然张本梓
恩首轮就输给了一位中学生，但
在场上的果断球风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考虑到年龄原因，张本
梓恩还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

另一位首次出赛的“名门”
之后是日本现役名将平野美宇
的妹妹平野亚子，小姑娘和姐姐
长得颇为相像。而两人的父亲平
野光正曾两次获得过日本公立大
学乒乓球锦标赛冠军。虽然平野
美宇赛前给妹妹送上了祝福，还
有父亲亲自担任场外指导，但平
野亚子在自己的首秀中还是有些
紧张，最终不敌一位高中选手，无
缘晋级。她赛后表示，明年自己
会努力再来一次，争取胜利。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新赛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
预定于三月份开赛，联赛申办
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且竞争颇
为激烈。作为中国足球重镇，
广东目前共有四座城市提出
了今年中超、中甲、中乙三级
联赛的申办。

据羊城晚报记者了解，截
止到目前为止，广东有四座城
市正式提出了申办今年三级
联赛的申请，分别是广州、梅
州、肇庆和湛江。其中，广州
申办中超比赛，梅州申办中甲
比赛，肇庆同时申办中甲和中
乙比赛，湛江申办中乙比赛。

四座城市在比赛场地和训
练场地数量上都达到中国足
协的要求。广州此次申办的
方案中，提供了 4+2的比赛场
地和 8+2 的训练场地，即 4 块
正式比赛场地+2 块备用比赛
场地，8块正式训练场地+2块
备用训练场地，在数量上已达
到中国足协要求的最大化，显
示广州在足球场地硬件上的
突出优势，也对此次申办非常
有信心。

梅州去年承办了中甲联赛

的两个阶段比赛，梅州五华的
横陂足球小镇已经接受了检
验，硬件设置达到要求。肇庆
和湛江都承办过广东省运会，
在场地硬件上也没问题。

申办三级联赛的竞争颇
为激烈。中超除了广州、苏
州外，大连和长春也提出了
申办，反而之前提出申办的
上海并不在此次考察团的考
察 范 围 内 。 考 虑 到 气 候 原
因，中超第一阶段的比赛会
安排在南方进行，因此，广州
和苏州承办第一阶段比赛的
可能性非常大。大连和长春
等地可能在夏天的第二阶段
成为承办地。中甲除了梅州、
肇庆外，还有成都、武汉、青岛
等地提出申办，中乙则有山东
日照、潍坊鲁能足校等提出申
办意愿。

由中国足球和职业联盟筹
备办组成的联合考察团，已经
结束了在苏州的两天考察。
今天，考察团将抵达广州，先
对广州进行考察，而后，考察
团将前往梅州。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西甲首轮补赛今晨上演强强
对话，马德里竞技主场以 2 比 0
完胜欧联杯专家塞维利亚，两支
球队本赛季都在欧冠小组赛获得
出线资格，名帅西蒙尼再次展示
指挥艺术。

在积分榜上，马竞以41分领
跑，皇家马德里（37 分）和巴塞罗
那（34 分）分列第二和第三。马
竞战罢16轮，皇马和巴萨分别战
罢18轮，如果马竞把少赛的两轮
比赛打完，最多可以把对皇马的
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

马竞正在经历一个非凡的赛
季，主帅西蒙尼功不可没。在西甲
净胜球排行榜，马竞以25球排名
第一，巴萨以20球紧随其后，皇马
以15球排名第三。马竞以6个失
球成为防守最好的球队，防守能力
并列第二的皇马和塞维利亚各有
15个失球，巴萨有17个失球。

最让人惊艳的是，西蒙尼的
球队攻击力全面提高。本赛季，
马竞以 31 球排名西甲攻击力排
行榜第二，仅次于攻入37球的巴
萨，皇马以30球排名第三。考虑
到马竞比巴萨少赛两轮，其实两
支球队的攻击力相差无几。

马竞过去4次在西甲对塞维
利亚均战成平局，西蒙尼今晨面

对这支劲敌果断变招，把主力前
锋菲利克斯放上替补席，苏亚雷
斯的锋线搭档换成阿根廷球星
科雷亚。尽管菲利克斯是现役
西甲估价最高的球员，但他上一
场在西班牙国王杯比赛因伤被
换下，西蒙尼对他的复出不想操
之过急。

西蒙尼此役仍旧非常注重防
守，三中卫体系让塞维利亚的进
攻只开花不结果。身穿马竞10号
战袍的科雷亚不是吃素的，他回
报了阿根廷老乡的信任。第16分
钟，特里皮尔右路回传门前，科雷
亚转身抽射为马竞打破僵局。

马竞今晨射门次数以5比13
落后，控球率以33.9%比 66.1%落
后，以一种老派马竞的高效率赢
得比赛。为了终结对塞维利亚
的连续四场不胜，西甲“领头羊”
不惜在主场放低姿态。西蒙尼
在第 66 分钟作出调整，换上菲
利克斯和西班牙边缘国脚萨乌
尔，换下科雷亚和勒马尔。第76
分钟，萨乌尔抽射锁定胜局。“常
规武器”苏亚雷斯和菲利克斯没
有进球，“非常规武器”科雷亚和
萨乌尔各入一球，这就是马竞本
赛季的强大之处。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广东四地正式申办
三级别职业足球联赛

马竞力克塞维利亚
西甲·今晨

日本乒乓球锦标赛开拍，多名青少年选手引人关注

“名门”之后纷纷亮相

乒球空间·观察

应氏杯世界围棋赛

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