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观察
在前不久刚结束的中秋假

期和国庆假期中，受疫情影响
而延期的广州市第十八届青少
年运动会绝大部分比赛项目举
行并完赛。因为比赛延期，重
竞技等一些需要控制选手体重
的项目的备战受到一定影响，
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克服困
难，最终在五个重竞技项目中
取得三项团体总分第一，两项
团体总分第三，在重竞技上继
续保持全市领先地位。

根据比赛计划，原本广州
市运会要在 8 月份结束，不过
受到疫情的影响，比赛被迫延
期，这给备战市运会的重竞技
选手制造了不小的困难。

据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校
长李朝辉介绍，为备战市运会，
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展开暑期
集训，1200 多名小选手在十几
个点（绝 大 部 分 是 中 小 学）备
战，其中有六所学校还提供住
宿。在这样的集体训练条件
下，教练员特别是重竞技项目
的教练员工作比较容易展开。

“按照 8月份比完赛，教练员为
选手量身定制控体重计划，包
括每天控制多少，都很合理”。

然而比赛的延期打乱了教
练员们的计划，市运会按下暂
停键。到了 9 月份，由于学生
们要返校上课，暑期集训只能
结束。小选手一回家，体重就
很难像集体训练时那样容易控
制了。

“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大难
度，有些孩子甚至体重还反弹
了。”李朝辉告诉记者，虽然控

制体重得到了选手家长的大
力支持，但难度还是比暑期大
了不少，有一些孩子要控制几
公斤甚至十几公斤的体重，只
靠家长监督和学生自律，还是
非常困难。

虽然不能现场进行指导，
但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的教练
员们并未放弃对孩子们体重的
管理，他们一直在持续与学生
和家长进行沟通，跟踪运动员
数据，不厌其烦，为此付出了巨
大努力。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黄埔
区少年业余体校还和赛事相关
主管部门进行了沟通，在这样
特殊的背景下，希望尽量放宽
体重条件，让原本有实力的选
手不被体重问题“卡死”，因此
失去参赛资格。最终，在各方
努力下，重竞技项目的选手和
教练们都挺了过来，圆满完成
了市运会的比赛任务。

在这一优势大项上，黄埔
区一如既往名列前茅：举重、摔
跤、拳击三项排名全市第一，跆
拳道、柔道排名全市第三。黄
埔区重竞技项目本届市运会总
计夺得33金，位列各区之首。

李朝辉仍非常有忧患意识，
他坦言，队伍仍有很多不足之
处，特别是在田径、游泳、篮球、
足球等传统大项上，黄埔区与优
势单位仍有不小差距，是下一步
发展的重点。“我们想在每个学
校都成立一支田径队，运动员的
选材面要扩大，另外每个学校都
要建特色队伍，发展学校体育”。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

广州城 14 日在 2021 赛季
足协杯爆出大冷，面对中甲球
队成都蓉城，广州城虽主力尽
出，无奈对方门将张岩发挥神
勇，频频贡献世界级神扑，最终
两队90分钟内1比1战平，点球
决战广州城4比 5落败，以总比
分5比6爆冷出局。

对于这场比赛，广州城的重
视程度无疑更高，首发主力尽
出，蒂亚戈进入首发名单，符合
广州城一向重视足协杯赛事的
传统。俱乐部董事长黄盛华此
前曾表示，“今年比去年有更好
的时机去拥有一项荣誉，无论是
俱乐部管理层还是教练组，大家
都希望能在足协杯上走得更
远。”而成都蓉城正在征战中甲，
目前排名第四，目标是冲击中超
资格，重心并非放在足协杯上，
此役首发也多为非主力球员。

但比赛进程并非人们意料
中的一面倒，也许是处在中超间
歇期，广州城久疏战阵，迟迟未
能进入状态，上半场两队以守势
为主，叶楚贵在第 39 分钟的意
外受伤对广州城是一大打击，主

教练范加斯特将卡尔多纳提前
换上。但一分钟后，成都蓉城率
先打破僵局，闵俊麟主罚的皮球
直接飞入球网，广州城门将韩佳
奇出击失误负主要责任。这个
丢球令下半场比赛变得更加激
烈，两队展开对攻，蒂亚戈下半
场开场不久单刀破门扳平比分。

整场比赛广州城占据较大
优势，射门次数达 9 次之多，7
次射正显示攻击性很强，远高
于成都队的4次射门1次射正，
但射门不是击中门梁就是被张
岩神勇封堵。且成都队始终打
得较为耐心，52%的控球率甚至
比善于控球的广州城还要高。

在门将的比拼上，显然张岩
给年轻两岁的韩佳奇上了一
课，他不光在 90 分钟时间内贡
献多次神扑，在点球大战中还
扑出广州城两名球员的射门，
并亲自主罚最后一粒点球并
打进，是成都队晋级的最大功
臣。而广州城本赛季的足协
杯之旅只比了一场便只能匆
匆落幕。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全运会后，世界女排顶级主

攻朱婷受到的关注度不降反
升，她在赛场外的曝光度近期
也大大增加，近日她更开通了
直播，用两个“不着急”回答了
外界最关注的有关健康和感情
的问题。

全运会结束后，由于暂时没
有比赛和训练任务，手术事宜
也还在安排和等待中，朱婷赢
得了一段难得的放松时间，生

活也变得丰富多彩。生活上和
队友姚迪在天津进行了露天烧
烤聚会，打卡国家海洋博物馆，
还和恩师郎平在上海的酒吧聚
会。事业上朱婷也没有忘记排
球，国庆期间参加了个人主导
的公益性青少年排球训练营，
给孩子们讲授排球知识，提供
免费的装备。

除此之外，朱婷还涉足了以
往交集不多的时尚圈，受名模

吕燕的邀请看时装秀，一身黑
色西装连体裤加小白鞋，利落
干练的中性风造型令球迷大呼

“被飒到了”。在会场，朱婷还
和中国网球大满贯冠军李娜来
了一次梦幻联动，两代体坛“女
王”均衣着时尚，梦幻同框。朱
婷还在社交平台透露了两人见
面的细节，“很久没有见面，应
该有七八年了，第一次参加风
云人物见到娜姐到现在，一见
面感觉很亲。我排队等着接受
采访，娜姐从后面搂住我，我一
看就很吃惊，没有想到娜姐在，
所以很好玩。”

不少球迷始终记挂朱婷的
伤势，关心何时才会进行手术
的问题不少，对此朱婷专门开
了直播，来回答球迷的问题。
在直播中，朱婷让球迷不要着
急，自己正在联系医生。“手术
肯定要做，我也比较上心，手术
困难不是特别大，但最重要的
是康复，我们把这个时间做好，
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能有更好
的状态，能健健康康地回到场
上打球，这点我比你还着急。”

朱婷的手腕伤势是2017年
留洋土超时造成的，当时不小
心在地上杵了一下，导致右手
手腕受伤，由于后来一直有比
赛任务，没有采取手术治疗，导
致留下病根。这段时间虽然没
有进行手术，朱婷还是接受了
一些物理性治疗，比如光生物
调节疗法，身体躺进恢复舱，暴
露在特定波长的光中，据悉这
种治疗可以减轻疼痛和炎症，
并刺激肌肉、神经细胞和肌腱
的修复。治疗后，朱婷还发文
表示：“躺出一种从沙滩日光浴
回来的感觉。”

由于没有安排训练和比赛，
这段时间朱婷手腕不再裹缠绷
带，她也表示突然闲下来很不
适应，特别希望早日回到赛场，
现在只能每周保持三四次锻炼
时间，让自己动一下。她透露
做完手术康复后，就会回到赛
场，包括现在也有和土超瓦基
弗银行的主教练古德蒂保持联
系，未来不排除再次前往土超
打球，“他人真的很好，如果明
年我们能一起合作可能也是大
家想看到的。”

有趣的是，朱婷还回应了个
人感情问题，再次让球迷不要
着急，“你们这么着急吗，我都
没有着急，现在我会把所有重
心放在打球上，就不会想谈男
朋友，大家不要着急，你们着急
也没有用，我不着急，何必呢？
你 们 别 催 我 ，有 了 自 然 就 有
了。”

羊城晚报记者 苏荇

从“广东德比”

全运会后频频亮相

朱婷：手术和感情“不着急”

今晚，2021至2022赛季CBA
联赛即将打响，20支球队齐聚浙江
诸暨，上演中国职业篮球最顶尖的
较量。在经历了近半年的等待后，
CBA的大幕再次拉开，卫冕冠军广
东队将和深圳队在揭幕战进行“广
东德比”。值得一提的是，广东队
还将在揭幕战开始前领取上赛季
的总冠军戒指。

不确定，是 CBA 新赛季开
始前的一个关键词。半个月前，
CBA官方公布了新赛季第一阶
段的赛程和外援使用方案。新
赛季CBA首阶段将以赛会制形
式在诸暨进行，第二阶段大概率
也将使用赛会制，只不过比赛地
点和具体安排尚未确定。而外
援使用政策也基本和上赛季类
似，即“四节四人次”。

在上赛季结束后，关于新赛
季以何种方式进行的讨论就从
未停歇。此前一度有消息传出，
新赛季联赛将恢复主客场制，外
援使用政策将进一步收紧，这一
决定也得到了大部分球队的支
持。但出于疫情防控以及其他
原因的考虑，CBA 官方最终还
是选择了赛会制这一较为稳妥
的方式。

这样的决定势必会对各队
的备战造成影响。上赛季结束
后，绝大多数外援都回到各自国
家进行休整，在目前严格的防疫
规定下，仍在国外的外援基本无
缘出战首阶段的比赛。截至目
前，仅深圳队外援布克完成了注
册。可以预见的是，绝大多数球
队都将在第一甚至前两个阶段，
使用全华班出战，这势必会对联
赛的精彩程度造成影响。

另外，虽然在经历了近两个
完整赛季后，各队和球员早已适
应了赛会制的比赛节奏，但长时
间的封闭还是会对球员的心理
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季前
热身赛进行期间，北控队球员王
少杰就因违规外出被CBA官方
处罚。

上赛季，广东三支球队均
闯入季后赛，其中广东队更是
连克强敌夺冠，加冕十一冠
王；本赛季，三支球队将重新
向自己的目标发起冲击。

卫冕冠军广东队自然不
必多言，在每个赛季，华南虎
的 目 标 都 是 为 最 高 荣 誉 而
战。广东队总经理朱芳雨此
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球队还
是希望保留威姆斯和马尚这
对外援组合，不过受入境政策
的影响，威姆斯最早要等到第
二阶段，而马尚因伤病原因至
少要等到明年1月底才能回到
球队。但即便以全华班阵容
出战，广东队依旧有强大的竞
争力，毕竟球队核心易建联已
经伤愈归队。

在季前热身赛的两场比
赛，广东队在主要锻炼球队阵
容的情况下接连输给了山西
队和吉林队，阿联在出场15分
钟左右的情况下均取得了两
位数的得分，体现出了不错的

竞技状态。广东队在本赛季
最大的对手依旧是辽宁队，而
阿联的复出让广东队在面对
这个老对手时不会再背负太
大的内线压力。

深圳队在上赛季止步季
后赛首轮，本赛季他们渴望更
进一步。作为大概率唯一一
支在第一阶段拥有外援的球
队，深圳队在面对其余球队时
有了更多的变招。从球队阵
容来看，拥有沈梓捷、顾全、贺
希宁等实力球员的深圳队有
更进一步的实力，而布克在上
赛季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得
分能力。如果能进一步加强
关键球的处理能力和关键场
次的稳定性，深圳队有望在本
赛季为球迷制造更大的惊喜。

上赛季常规赛末段上演
大逆转拿到季后赛门票的广
州队，在本赛季对球队阵容进
行了一定程度的更新，他们渴
望再次冲进季后赛。在失去
了双外援后，广州队在新赛季

必须挖掘出新的得分
点。这也是名帅郭士
强执教广州队的第二个
赛季，他确实在方方面
面都给这支球队带来了
不少改变，广州队在上
赛季的进步也是有目共
睹。若能保持上赛季最
后 阶 段 的 斗 志 和 防 守 强
度，广州队依旧是一支不
可忽视的力量。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CBA·前瞻

各 队在不
确定中出发 始开

广东三队各有目标

对方门将发威，广州城爆冷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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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赛季

广州市运会

闯过控体重难关
黄埔区重竞技获丰收

广东队大将易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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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柴
智报道：中国男子足球队今天
凌晨顺利抵达苏州，并开始按
照防疫规定进行隔离集训，准
备11月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亚
洲区12强赛。

中国队于北京时间14日凌
晨 3 时从沙特吉达出发，14 时
飞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并于
今天凌晨 0 时 20 分抵达苏州。
全体成员接受防疫检查后，通
过“气泡式”防疫闭环被转运至
苏州赛区驻地酒店。国足接下
来将在苏州严格执行“14＋7”
的医学隔离观察规定，在此期
间将在封闭的环境中继续备战
12强赛。

前四场 12 强赛，国足取得
1 胜 3 负的成绩，积 3 分排名 B
组第 5 位。主帅李铁的战术部
署、用人尤其是对归化球员的
使用饱受争议。要想延续出线
希望，未来两场对阵阿曼队和

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必须要争取
多拿分数。

按照赛程安排，11月 11日
和 16 日，中国队均为主场作
战。此前国足与日本队和越南
队的两个主场赛事因疫情原因
分别在卡塔尔多哈和阿联酋沙
迦进行。目前苏州对11月的两
个主场比赛的申办正在审批中，
由于苏州此前在5月 30日承办
过国足世预赛40强赛的主场比
赛，一旦获得审批，苏州可以在最
短时间内完成准备工作，目前来
看国足在11月主场迎战阿曼队
和澳大利亚队是大概率事情。

武磊已返回西班牙准备西
甲联赛，剩余 31名球员将参加
在苏州的封闭集训。如果李铁
想要征调球员补强国足的阵
容 ，这 一 阶 段 也 是 很 有 可 能
的。毕竟针对中后场，国足还
是有补强的空间，尤其是右后
卫和后腰位置。

“罗杰斯婉拒纽卡斯尔执教
邀 请 ”，“ 聚 勒 不 想 去 纽 卡 斯
尔”，“纽卡斯尔打包收购曼联
四将……”近日，有关纽卡斯尔
联队的消息开始了密集轰炸。
为何这家在现时英超积分榜仅
列倒数第二的保级俱乐部近来
成了媒体焦点？一切缘于一周
前的重磅消息：沙特主权财富基
金公共投资基金（PIF）宣布，他
们已与 PCP 资本、鲁本兄弟体育
传媒投资集团合作完成了对纽
卡斯尔联俱乐部 100%股权的收
购，收购金额达3亿英镑。

这次收购不仅对纽卡斯尔意
义重大，对英超的格局也将产生重
大影响，其意义不亚于阿布 2003
年收购切尔西、曼苏尔的阿布扎
比财团 2008 年收购曼城，这意味
着英超又一豪门已呼之欲出。

英超“喜鹊”已成足坛首富

“我们非常自豪能够成为纽
卡斯尔的新东家，这是英国足
球 界 其 中 一 家 最 著 名 的 俱 乐
部。”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
资基金（PIF）总裁鲁迈延踌躇满
志地说，他将担任俱乐部的非执
行主席。此外，PCP 资本首席执
行官斯塔维利将在董事会中拥
有一个席位，鲁本兄弟体育传媒
投资集团负责人杰米·鲁本将担
任俱乐部董事。沙特公共投资
基金在收购完成后将拥有纽卡
斯尔 80%的股份，剩余 20%则由
其余两家合作伙伴平分。

此次收购也意味着英国富
豪迈克·阿什利在执掌纽卡斯
尔的日子止步在 14 年，这家诞
生于 1881 年的欧洲老牌俱乐部
有望迎来一个腾飞的起点。斯
塔维利表示：“我们的雄心与球
迷一致，希望打造一支能够持
续争夺奖杯的球队，并在全球
范围内享有盛誉。”

斯塔维利说出了纽卡斯尔
新高层的目标，因为他们具备
这样的实力。毕竟沙特主权财
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的资金额
高达 3200 亿英镑，比曼苏尔的
阿布扎比财团的 232 亿英镑，阿
布的 96 亿英镑多出太多，纽卡
斯尔已成为世界足坛最富有的
俱乐部。后两者能将曼城和切
尔西打造成豪门，鲁迈延和他
们的合作伙伴为何不能呢？

毕竟职业足球的两大要素

就是钱财和人才，后者又以前
者为依托，纽卡斯尔成为豪门
恐怕只是时间问题。况且纽卡
斯尔的底子比曼城和切尔西都
好。在曼苏尔入主之前，曼城
曾 2 夺顶级联赛冠军，4 捧足总
杯；切尔西在阿布入主之前则 1
夺顶级联赛冠军、3 捧足总杯；
而纽卡斯尔是 4 次顶级联赛称
王、6 捧足总杯。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

纽卡斯尔易主之后，他们随
即活动手脚，最先想到的是换
帅。有消息称，本周日纽卡斯尔
在主场对阵热刺的英超第 9 轮赛
事之前，主教练布鲁斯将下课，
届时助理教练格雷姆·琼斯将出
任临时主帅。布鲁斯执教过多
支英超球队，在不利情况下多次
完成保级任务，是一名称职的好
教练。不过“称职”显然无法满
足纽卡斯尔新老板的要求，因而
这次换帅与当年阿布让拉涅利
让位于穆里尼奥非常相似。为
此，布鲁斯将收到 800 万英镑的
违约金，这也是新老板接手纽卡
斯尔后的第一笔支出。

那么谁是布鲁斯的继任者
呢？纽卡斯尔高层看中了莱切
斯特主教练罗杰斯。怎奈落花
有意，流水无情，罗杰斯已婉拒
邀约，他看中的是瓜迪奥拉在
曼城的位置，毕竟后者与曼城
的合约到 2023 年到期。

纽卡斯尔还看中了德甲豪
门 拜 仁 慕 尼 黑 的 主 力 中 卫 聚
勒，但这位德国国脚虽然对英
超感兴趣，却不愿意来到纽卡
斯尔，目前尚未作出决定。被
罗杰斯和聚勒相继婉拒一事表
明，纽卡斯尔目前尚非豪门，要
走到那一步尚需时日。不过家
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不来。

尽管求贤遇挫，但纽卡斯尔
并未停下脚步。日前传出他们
有意打包收购马夏尔、林加德、
范德贝克和拜利红魔四将的消
息，毕竟他们在曼联已经打不
上主力，而实力又摆在那儿，又
是英超球队之间的转会，较容
易适应这里激烈的竞争。不过
曼联对这个要求尚未答复，事
情如何发展还有待观察，但有
一点可以肯定，纽卡斯尔的强
力引援只是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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