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女足低调换帅
上海女足主教练水庆霞将以“代理主帅”名义带队征战全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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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中国女足兵败东京奥运会
后，主教练贾秀全下课已是板上
钉钉的事实，但谁来接任这支球
队，是摆在中国足协面前的一道
难题。

昨日，上海女足主教练水庆
霞确认，她已经收到中国足协的
邀请，将会带领中国女足出征全
运会。虽然全运会后是否能留
任还不确定，但从目前情况分

析，水庆霞是呼声较高的人选。
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女足

在三场小组赛仅得 1 分丢 17
球，排名小组垫底，创造女足奥
运会史上最差战绩。除了成绩
差外，贾秀全在选人、用人方面
也受到很多的质疑，帅位岌岌可
危。

奥运会结束后，中国女足将
以“奥运组合队”的形式参加第

十四届全运会。此次传出水庆
霞带队征战全运会的消息，意味
着贾秀全已经下课。为中国女
足选择怎样的下一任主帅才能
将队伍带出低谷，成为中国足协
必须面对的问题。

此次选择水庆霞担任“奥运
组合队”主教练，是中国足协的
应急选择，从资历和履历来看，
水庆霞也具备成为下一任中国

女足主教练的条件。
现年55岁的水庆霞是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女足夺
得银牌的主力球员，也是较早
开启留洋生涯的女足运动员之
一。球员时代，她以性格沉稳、
技术全面、作风顽强著称，是有
名的“拼命三郎”，在球场上她
的鼻梁骨撞断过两次。1993 年
在日本留洋期间，她的右腿胫
骨被踢断，做了钢钉内固定手
术，7年后才取出那块钢板。除
此之外，她的膝关节十字韧带
也断过。

2001 年在广东全运会上率
上海女足实现卫冕后，水庆霞宣
布退役，逐渐转型成为教练。她
曾担任中国女足国青队主帅，随
后执掌上海女足至今，其间带领
球队三次问鼎全运会冠军，夺得
过联赛和杯赛冠军。

昨日在接受采访时，水庆
霞确认将暂时以“代理主帅”
的名义带队出征，至于全运会
后的安排，她表示“我只是接
到带队打全运会的任务，打完
再看吧”。另外，有消息说，中
国足协也从江苏女足抽调了
助理教练和门将教练，与水庆
霞一起组成新的中国女足教
练团队。

据了解，水庆霞目前与上
海女足还有合同在身，也不排
除全运会后返回上海继续执教
的可能性。中国女足帅位的最
终归属，恐怕要等到全运会后
才有定论。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东京奥运会刚结束，国际乒
乓球赛事便马不停蹄地进行接档
——15 日，WTT（世界乒联）布
达佩斯挑战赛资格赛已拉开帷
幕，正赛则在今日打响。目前正
处于隔离状态的中国乒乓球队没
有派人参加本次比赛，而在奥运
赛场上表现不俗的波尔、奥恰洛
夫、张本智和、郑荣植等人也没
有出现在参赛名单中。

WTT 布 达 佩 斯 挑 战 赛 是
WTT系列的第四级别比赛，总奖
金为 75000 美元，单打冠军将获
得400个世界排名积分。本次比
赛设置男女单打、男女双打、混
合双打五个项目。15日至 16日
进行资格赛的争夺，17日开始正
赛。虽然缺少中日韩等亚洲劲
旅，但其他参赛的亚欧非三大洲
知名运动员仍能带来不少看点。

男单方面，曾赢过马龙、许昕
的英国选手皮切福德为头号种
子，目前他的世界排名在第 14
位，也曾被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
列为中国队需要提防的对手。由
于他在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中早早
出局，因此有了备战本次比赛的
时间和精力。同样参加了东京奥
运会的尼日利亚老将阿鲁纳是2
号种子，他曾在2014年世界杯与
张继科打得相持不下。刘国梁在
某次解说中提到：“阿鲁纳可以
算是在乒乓球领域跑得最快的

人。”不过阿鲁纳也没能逃过奥
运会“一轮游”的局面。

德国削球手菲鲁斯为3号种
子，他赢过中国台北小将林昀
儒。4号种子印度的加纳纳塞卡
然横扫过张本智和。此外，俄罗
斯的斯卡切科夫、德国的邱党、
匈牙利的马约尔斯、斯洛伐克的
皮斯特耶、瑞典少年莫雷加德等
高手都会参赛。

相比男单选手来说，女单选
手的知名度较低。在东京奥运
会担任摩纳哥代表团开幕式旗
手 的 杨 晓 欣 是 女 单 的 头 号 种
子，俄罗斯的米哈伊洛娃、匈牙
利的波塔、斯洛伐克的巴拉佐
娃、俄罗斯的诺斯科娃则为 2 至
5号种子。

备受瞩目的日本选手伊藤
美诚也没出现在本次赛场上。
她此前曾表示，在今年 11 月的
休斯顿世乒赛举行前，将不会参
加其他比赛。她还放出豪言：

“我希望在世乒赛上能击败很多
中国选手，让全日本的观众都大
吃一惊。”

而参加了奥运会的国乒主力
队员目前还在隔离，他们正为 9
月举行的全运会积极备战。在世
乒赛前，观众恐怕无缘欣赏到中
日两队主力的精彩对决。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实习生 郭思芸

两天前，切尔西在英超首轮
主场以 3 比 0 大胜水晶宫，迎来
新赛季的开门红。不过花 9750
万英镑天价引进的大牌前锋卢
卡库，虽已官宣却未上阵，甚至
未上切尔西首轮的出场大名单。

尽管如此，卢卡库的到来还
是让切尔西第二轮的对手阿森
纳感到震撼，毕竟阿森纳首轮以
0 比 2 不敌布伦特福德，如果第
二轮再输、遭遇本赛季连败，这
是他们所难以承受的。为此，阿

森纳名宿伊恩·赖特发声：“阿森
纳需要在转会市场有些作为，因
为你面对的是‘升班马’，却无法
跟上对方的努力和节奏，这令人
担心。需要有所作为，否则这个
赛季会很难！”

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切尔西
引进卢卡库虽然花费近亿英镑，
但实际的净投入非常有限，因为
他们在大手笔引援的同时，也送
走了九名球员，且收入颇丰。

切尔西以 2550 万英镑将托

莫里卖到 AC 米兰，以 2000 万英
镑将古耶赫卖给水晶宫，还以
3400 万英镑的价格将新星亚伯
拉罕卖给罗马。最后这笔交易
只待官宣，不过切尔西在合同中
加入了 2023 年夏天可花 800 万
欧元回购亚伯拉罕的条款。

除此之外，吉鲁去 AC 米兰、
摩西去莫斯科斯巴达、利夫拉门
托和西梅乌去南安普顿、贝特去
利兹联、乌格博去根克，这些人
转会费最高的是 500 万英镑，最

低的为 100 万英镑。
切尔西出售身价高低不同

的两类球员总收入已高达 9600
万英镑，算上切尔西买进卢卡库
所支付的转会费，切尔西在今夏
的 转 会 净 支 出 约 为 150 万 英
镑。就这家以花钱闻名的豪门
俱乐部而言，这一数字大体接近
收支平衡，这在过往是罕见的。
可见，切尔西也开始要量入为
出、精打细算了！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
道：2021 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
赛中国队选拔赛（男子组）16日
分别在中国棋院和杭州棋院进
行了第二轮比赛，结果世界冠军
范廷钰，新锐棋手许嘉阳、丁浩
等取得两连胜。

本届三星杯预选赛仍由各
个国家和地区自己组织进行，
19个出线名额中国队获得七个
出线名额。除了进入上届比赛
四强的柯洁、杨鼎新、谢尔豪以
及作为种子棋手的芈昱廷、谢科
直接进入本赛外，来自国家队和
国家青年队的28名棋手参加选
拔赛，争夺六个出线名额，新锐
世界冠军辜梓豪因疫情原因未
能到场参赛。

比赛采用积分编排赛制，共
赛九轮，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形式进行，最终积分排名前六位
的棋手获得本赛入场券，而最后
一个参赛名额将在女子国家队
中选拔产生。

首轮比赛，江维杰、时越、唐
韦星、党毅飞、范廷钰等五位
世界冠军均顺利过关。昨日
第二轮较量，引人关注的焦点
战在两位力战棋风的代表人
物时越与连笑之间展开。双
方以流行的“星·小目”对“二
连星”布阵后，序盘作战，执黑
的时越在左上的战斗中下出

“无理手”，被连笑吃住黑方两
子棋筋后，还抢到先手夹击右
下方的黑棋，白棋一举确立优
势局面。进入中盘角逐，尽管
时越奋力追赶并在左边挑起
劫争，但由于劫材不利，让白
棋果断“消劫”后，黑棋上下两
块孤棋都处于白方的“射程”
内。仅战至第 118 手，时越见
大势已去，遂不再抵抗，中盘
投子认输，连笑收获两连胜。

其他几盘焦点对局，范廷钰
中盘胜江维杰,黄云嵩、彭立尧
分别中盘击败唐韦星、檀啸，新
锐棋手赵晨宇、丁浩分别战胜童
梦成、李轩豪。

目前选拔赛两轮赛后，范
廷钰九段、连笑九段、丁浩八
段、许嘉阳八段、李维清八段、
黄云嵩八段、王泽锦六段等七
人取得两连胜，同积 4 分并列

“第一集团”。

范廷钰两连胜

WTT布达佩斯站开赛，中日德韩等国主
力球员缺阵——

山中无老虎，谁能称大王？

买一卖九，量入为出
豪门切尔西今夏引援净支出约为150万英镑，已接近收支平衡

英格兰主力中锋凯恩没有
进入热刺的比赛名单，原因是
转会纠纷，他铁了心要加盟曼
城，可是曼城给不出热刺满意
的 报 价 ，两 家 俱 乐 部 陷 入 僵
持。在凯恩缺阵的情况下，热
刺还能战胜曼城，主帅努诺在
新东家热刺的正式比赛执教首
秀打出了代表作。

曼城在格拉利什身上花了
1亿英镑，现在确实资金有点紧
张。曼城此前想把斯特林作为
凯恩交易的“代金券”送给热
刺，可是斯特林坚决不走。斯
特林今夏在欧洲杯表现很出
色，入选最佳11人阵容，曼城很
可能把他留下来。

为了筹措引进凯恩的资金，
曼城已经把热苏斯、贝尔纳多、
拉波尔特放上货架。转会窗将
于 8 月 31 日关闭，留给曼城的
时间不多了，可是就算凯恩来
了，真能解决瓜帅的难题吗？

瓜帅这几年对无锋阵达到
了痴迷的程度，过于强调对比

赛场面的控制，使他对中锋的
使用越来越不擅长。在执教拜
仁慕尼黑期间，瓜帅就经常安
排世界级中锋莱万多夫斯基打
替补，使得莱万非常郁闷。瓜
帅 离 开 拜 仁 之 后 ，莱 万 才 在
2020年登上人生巅峰。

到了曼城，瓜帅又把巴西国
家队的9号热苏斯用废了，使他
在中锋和边锋之间两头不到
岸。凯恩是上赛季英超金靴奖
和助攻王双料得主，既可以打
中锋，也能回撤到前腰位置组
织进攻，但他最擅长的位置还
是中锋。凯恩与擅长打无锋阵
的瓜迪奥拉是否兼容，值得打
个问号。

作为世界级名帅，瓜迪奥拉
很多道理都明白，只不过他有
时过于痴迷自己的足球战术创
新。曼城上赛季在英超也是开
局慢热，最终还是夺得冠军。
也许外界适当批评一下，瓜帅
才能醒悟。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再次受到质
疑，昨天在英超首轮比赛，“蓝月亮”
客场以0比1负于热刺，拥有超豪华
阵容的上届冠军遭遇“开门黑”。

曼城本场比赛的首发阵容
总身价约为5.5亿英镑，板凳阵
容的总身价则是 3.47 亿英镑。
曼城阵容总身价高达8.97亿英
镑，约合人民币 80 亿元，创下
了英超历史上单场比赛阵容最
高身价纪录。

然而，瓜迪奥拉却带领超
级豪华组合吃到了败仗，这位
世界级名帅没理由不受到质
疑。从上赛季欧冠决赛以 0比
1负于切尔西，到 8月 8日在社
区盾杯以0比1不敌莱切斯特，
再到本场比赛，瓜帅的球队在
正式比赛已连输了三场 0 比
1。足球比赛毕竟不是控球率
和射门次数的较量，而是根据
进球数来决定胜平负，瓜帅的
球队连续三场正式比赛不进
球，创下他曼城执教生涯的第
一次。

对于瓜帅的排兵布阵，争
论焦点是“标王”格拉利什的使
用，他今夏以 1 亿英镑的身价
由维拉加盟曼城，成为本赛季

欧洲足球夏季转会窗的“标
王”。曼城以前的10号球员阿
圭罗已经转会离队，格拉利什
成为曼城新10号。

在英格兰代表队，身披 10
号战袍的是曼城球星斯特林，
格拉利什穿 7 号。有趣的是，
两位王牌左边锋在曼城的号码
刚好调转，斯特林穿 7 号。英
格兰主帅索斯盖特并没解决如
何让两名左边锋斯特林和格拉
利什共存的问题，斯特林被索
帅视为“进攻灵魂”之一，格拉
利什被当成超级替补。

瓜迪奥拉以为自己可以
解决曼城 10 号和英格兰 10 号
共存的问题，在 4-3-3 阵型
中，斯特林出任左边锋，格拉
利什司职左中场。结果斯特
林和格拉利什互相干扰，两位
左边锋都不能发挥自己的最
大威力。瓜帅对格拉利什寄
予厚望，安排这名新援打满全
场，斯特林在第 70 分钟被热
苏斯换下。

“标王”未能打出身价 执迷不悟没能开窍？

水庆霞出席 2021 女超联赛新闻发布会 图/视觉中国

英国选手皮切福德被列为头号种子 图/视觉中国

曼城被“刺”伤
瓜帅受质疑

瓜迪奥拉
图/视觉中国

据新华社东京电 东京奥
组委 16 日宣布，东京残奥会除
了少数场次比赛允许学生入场
观看外，将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
举行。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
当天晚上与国际残奥会主席帕
森斯、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以及日本奥运大臣丸川珠代，
就残奥会的观众问题进行了四
方会议。会后四方发表联合声
明，宣布了残奥会无观众举行
的决定。

声明说，鉴于目前东京和其
他举办残奥会的千叶、埼玉和静
冈疫情形势严峻，有必要在这些
地区实行更严格的防疫政策，取
消观众入场就是其中的政策之
一。对于公共道路上举行的比
赛项目，组委会也希望民众不要
到现场观看。

不过，为了达到教育目的，
奥运会期间被迫放弃的学生观
看计划将在残奥会期间推行。
至于具体多少学生可以入场观
看比赛、能观看哪些比赛项目，
组委会没有具体透露。

桥本圣子在之后举行的发
布会上说，为了让孩子们安全观
赛，各个赛场将采取非常严格的
防疫措施，她也希望孩子们的家
长和监护人都能够积极配合，保
证学生观看计划的顺利实施。
她还表示，一旦疫情形势恶化，
四方将随时准备举行新的会议，
对相关措施进行修改。

日本首都的确诊病例在奥
运会期间增长了三倍。奥运会
结束后，日本全国和东京都的确
诊病例又连续创下新高。

东京残奥会计划于 8 月 24
日至 9月 5日举行，参赛运动员
大约有4400名。

最近，苏炳添接受了央视《面
对面》栏目的专访，回答了很多
人们关心的问题。有意思的是，
这次采访让不少人感叹“怪不得
他可以成为亚洲第一飞人！”

苏 炳 添 在 采 访 中 回 答 的 方
式、他所表现出的心态，和他回
答的内容一样值得关注。

奥运男子百米半决赛，他跑
出了惊人的 9 秒 83 的成绩，在所
有晋级决赛的选手中排名
第一，成为我国首位进入
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
员。在被问到自己的极限
会到哪里时，他这样回答
道：“是不是巅峰现在还不
敢说，未来有机会还
想突击一下，我觉得
还有空间可以提高。
因为有一种东西是自
己亲身经历完了之后
才知道有没有空间，
我敢很肯定地说肯定
有空间。都说亚洲人
的极限，我觉得根本
没有极限之说。”

苏 炳 添 的 话 ，平
静中有一份豪气，更
有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他是

“有一分把握说一分话”的人，此
前在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时，他
就告诉外界，自己的极限应该是
在 9 秒 85 左右，这个当时在很多
人看来不可能企及的成绩，如今
他已经完成了跨越。

苏 炳 添 说 自 己 还 有 提 升 空
间，之所以让人信服，是因为他
对自己的短板和失误有着清晰而
诚实的判断。

他说决赛比完以后最深的感
受是，自己当时最缺乏的就是如
何通过两个小时的时间、在决赛
前迅速调整恢复状态的能力，这
不光是比单枪成绩，而是比综合
能力；男子 4×100 米决赛，他和
队友拿到第四，平了自己的历史
最佳成绩，甚至因为英国对手涉
嫌服药，还有可能递补夺得历史
性的奖牌，但是，苏炳添对自己
在交接棒当中的两处失误也毫不
讳言，进行了精准的复盘。

而在被问到作为副教授上课
的感受，他说：“撇开运动员的身
份，我就是一个新兵蛋子。”

当记者问到观众能否在巴黎

奥运会上看到他时，即将度过 32
岁生日的他这样回答：“我现在
不敢答应你。我的想法是我能跑
一年我就坚持一年，我能为国家
争光一天就会为国家争光一天。
如果真的跑不动了，我也会选择
离开。”

苏炳添在日常的训练和恢复
中用到了很多高科技设备和科学
方法，他自己则是一个特别“接
地气”的人。他不止一次在胜利
之后感谢刘翔在精神上的激励和
技术上的启发，对那些中国田径
的先行者抱着感恩之心；他不纠
结，百米决赛中对手抢跑对他造
成的影响，他云淡风轻，“我真的
没有遗憾”；他不贪功，更不回避
自己的失误，总是想着下一场如
何跑得更快；他既有一颗永远争
胜的心，同时却又不拘泥于一时
的成败得失，他不止一次公开表
示 ，希 望 自 己 能 够 把 经 验 传 下
去，后辈一定会超越自己。

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苏炳添，
无论何时，无论在哪条赛道上，
都会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表现！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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