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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富虹集团油品股份有限公司抚

顺分公司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丢失，

代码 2100162160，号码 09839160，

开票日期 2018年 11月 09日，金额

28448.26元，税额 4551.74元，特此

声明。

▲朱坤东通化师范学院毕业证书遗

失 ，法 学 专 业 本 科 ，证 书 编 号

102025200605000742，声明作废。

招标公告
设计项目全称：沈阳市民兵训

练基地基础设施维修改造工程实
施方案设计招标

项目地点：沈阳市浑南区祝家
街道山城子村

招标规模：6栋单体建筑采暖
设计（约1.7万平方米）、电力增容设
计、锅炉房谷电蓄热系统设计、场地
室外供暖及相关给排水管道更换设
计、锅炉房供电系统以及老旧营房
室内外装修损坏修复设计等。

项目估价：1500万元
投标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12月8日
联系人：吴磊
电话：15940041007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警备区

2018年12月6日

别看国足这次集训门将人数不
少，但如果没有这次受伤的话，曾诚
应该还是主力门将的不二人选。可
惜的是，这位多次在大赛前受伤的门
将这次依旧不走运，在备战亚洲杯最
后阶段的训练中，曾诚再次遭遇伤病
重击，脚踝韧带撕裂的他很有可能无
缘明年 1 月份的阿联酋亚洲杯。国足
已经紧急征召王大雷，目前参加国足
海口封闭训练的门将依旧保持 5 人，
另外 4 人分别是颜骏凌、曾诚、张鹭和
郭全博，最后只能有 3 名门将入选最
后 23 人大名单。

据 了 解 ，曾 诚 是 在 训 练 时 的 一
次扑救中受伤，从中也能看出这次
国 足 集 训 真 刀 真 枪 的 训 练 强 度 。
对曾诚来说，好消息是韧带没有完
全 断 裂 ，不 用 进 行 手 术 ，但 坏 消 息
是，曾诚至少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来休养和治疗，毫无疑问他将错过
亚洲杯。

面对突如其来的伤病，曾诚还挺
乐观，“应该都习惯了吧，不碍事。”确
实，曾诚的成长、成名一直与伤病相
伴。早在 2007 年，他是国奥队的主力

门将，结果在一次热身赛中右腿副韧
带撕裂，休战 4 个月让他直接错过北
京奥运会，成为最大的遗憾。等到了
广州恒大队最风光的 2015 年，曾诚在
亚冠决赛中接对手高空球后落地时
不慎踩到黄博文的脚，脚踝扭伤非
常严重被换下，不仅没能在亚冠决
赛中一显身手，还错过了随后的世
俱杯。

上届亚洲杯，曾诚是国足队中一
员，时任国足主帅佩兰选定的 3 名门
将是王大雷、曾诚、颜骏凌，但王大雷
一直作为主力出场。曾诚这次受伤
不仅是自己的损失，对备战关键阶段
的国足来说也不是好消息，里皮在集
训前表示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出现
伤病情况，国脚们在训练中最惧怕的
也是伤病，因为在临近亚洲杯开打前
受伤，就意味着将基本无缘出战亚洲
杯。但愿曾诚的受伤不会影响国脚
们的拼搏之心。

经历了一个赛季的征战，球员的
身体都很疲劳。如何让球员在身体
疲惫的情况下找回斗志提升状态，是
摆在里皮面前的问题。

伤病猛于虎 国足要小心
本报记者 黄 岩

巴萨客场以 4∶0 大胜西班牙人队
的比赛结束之后，梅西两个直接任意球
得分引发了新一轮关于金球奖的争
论。但对于巴萨来说，登贝莱逐渐融入
球队的战术体系，让球队的新“三叉戟”
逐渐成型，这才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

2014-2015 赛季，由梅西、苏亚雷
斯和内马尔组成的巴萨锋线大杀四方，
巴萨包揽了西甲和欧冠冠军，“MSN”
组合名震一时。但是，随着内马尔转会
巴黎圣日耳曼队，巴萨始终在苦苦寻觅
锋线上的替代者，但大多不够理想：拉
菲尼亚频繁受伤，帕科得不到主教练的
信任，库蒂尼奥喜欢内切的技术特点让
对手的禁区前显得过于拥挤，新加盟的
马尔科姆还在等待机会……从各方面
来说，登贝莱确实是巴萨在锋线上最好
的选择了。

顶着1.5亿欧元的身价来到诺坎普
球场，21岁的登贝莱似乎有些迷失，这
让外界对他颇有微词。但另一方面，登
贝莱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他是当今足

坛中为数不多的左右脚技术都非常出
色的年轻一代球星。和他的前辈内马
尔比起来，登贝莱的速度更快，动作也
更加实用，这都是巴萨所看重的。在加
盟巴萨之后，登贝莱总喜欢游离于全队
的战术体系之外，利用自己的速度单打
独斗，这是他无法获得稳定出场机会的
根本原因。

但最近的几次出场，登贝莱的战术
纪律性明显加强，与梅西和苏亚雷斯的
配合也渐入佳境。本场比赛，巴萨的4
个进球由三名前锋包揽，这对于苦苦寻
觅内马尔接班人的巴萨来说是一个天
大的好消息。对于还不够成熟的登贝
莱，梅西也给予了足够的耐心帮助他成
长。比赛中，登贝莱的进球来自于梅西
的助攻，赛后，梅西还点名表扬了这位
小兄弟：“登贝莱今天再次破门得分，我
们为他感到高兴。他很有活力，他会做
得更好。”一旦登贝莱真正“开窍”，他和
梅西、苏亚雷斯的锋线组合，非常值得
期待。

新“三叉戟”成型
巴萨这1.5亿花得不冤
本报记者 李 翔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12 月 7
日至9日，第三届全国体育院系学生体
育艺术节在沈阳体育学院举行，本次体
育艺术节共吸引了来自全国20所体育
院系的1300余名师生参与。

据了解，全国体育院系学生体育艺
术节每两年举办一届，由教育部体卫艺
司、国家体育总局指导，全国体育院校
艺术类专业建设协作会、全国高等教育
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主办。此次由沈
阳体育学院承办的第三届艺术节，由全
国体育院校艺术类专业建设协作会年

会和全国体育院系学生体育艺术节剧
目展演两部分构成。在本届艺术节的
剧目展演环节中，来自全国 20 所体育
院系的 40 个节目同台竞技，参演形式
包括舞蹈类、体育舞蹈类和操舞类。在
艺术节展演的同时，全国体育院校艺术
类专业建设协作会年会也在沈阳体育
学院召开，操舞类、舞蹈类、体育舞蹈类
三个专业方向的专家、教师，围绕体育
院系艺术类专业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教学手段与方法、考试内容与评价标
准、招生与就业等内容，充分研讨交流。

第三届全国体育院系
学生体育艺术节在沈阳闭幕

2019 年女足世界杯决赛阶
段抽签结果在北京时间12月9日
揭晓，中国女足与德国队、西班牙
队、南非队同组。很明显，这绝不
是一个能够轻松出线的小组，甚
至可以说，中国女足为了出线必
须经过苦战。不过，能进入世界
杯的就肯定没有弱队，就像中国
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说的那样，跟
谁一个小组都无所谓，只要自己
准备好了就行。明年的女足世界
杯将在法国举行，小组前两名和
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名晋级
16强。

备战就要做到知己知彼，中
国女足最惨痛的失败就是德国队
造成的。2004年奥运会，中国女
足面对德国女足 0∶8 惨败，一时
舆论哗然。两队最近的一场大赛
交锋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1/4决
赛，中国女足0∶1被对手淘汰，而
那场比赛王霜曾罚丢点球，王珊
珊也染红离场。西班牙女足近年
来进步神速，最近两届欧洲杯，她
们都打进了八强。贾秀全表示：

“德国队比较强悍，西班牙队的技
术更细腻，对我们来说，我们会把
对手研究清楚，研究透，做好我们
自己，以不同的战术去应对，把我
们自己的东西打出来。”

虽然对手很强大，但是从小
组赛赛程看，中国女足还算占些
优势。第一场比赛对阵实力最
强的德国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好事。德国队是传统强队，中
国女足与其交手多年来都是下
风球，这次更应该摆低姿态去拼
对手，无论输赢，都不要因此产
生心理负担。

第二场与南非队的比赛最为
关键，先打强队，再打弱队，但是
这是一场必须拿下的比赛。中国
女足的优势首先在大赛经验上，
南非队此前从没有过世界杯参赛
经历，奥运会也只参加过最近两
届，全都是小组赛出局。最新的
世界排名，南非队位列第 50，远
不如中国队。历史上，中国队和
南非队 4 次交锋全部获胜，包括
里约奥运会以2∶0击败对手。其

次是地利的优势，这场比赛在巴
黎圣日耳曼队的主场踢，等于是
王霜的主场。

西班牙女足目前世界排名第
12，比中国队高出3位。历史上，
中 国 女 足 与 西 班 牙 女 足 只 在
2015年的热身赛中交手过两次，
都以中国女足失利告终。对中国
女足来说，西班牙队的整体实力
也很强劲，这场比赛胜负的天平
肯定不会向中国队倾斜。值得一
提的是，一共有 9 支欧洲球队参
加明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国际足
联的抽签规定，只有一组能同时
有两支欧洲球队，不走运的是，中
国女足恰恰被抽到了这个两支欧
洲球队所在的小组。

当然，我们现在做的是纸上
谈兵，其实无论是德国女足还
是西班牙女足，阵容齐整的中
国女足对她们来说都是一个强
劲的对手，中国女足有实力与
这些欧洲劲旅抗衡，小组出线
是第一目标，然后是在淘汰赛
中更进一步。

世界杯分组进入“死亡之组”

中国女足有实力与对手抗衡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黄岩报道 12 月 9
日 U23 联赛 B 组第七轮比赛，辽宁沈
阳宏运队对阵河南建业队。上半场河
南建业队打进两球，第 41 分钟辽宁沈
阳宏运队杨连峰头球扳回一球。下半
场比赛双方都没有进球，最终辽宁沈阳

宏运队 1∶2 负于河南建业队。上周五
进行的小组赛第六轮比赛，辽宁沈阳宏
运队以1∶0战胜了天津权健队，获得了
比赛的首胜。

12月14日至12月21日，辽宁沈阳
宏运队将进行9到16名的排位赛。

U23联赛小组赛最后两战

辽宁宏运队一胜一负

12月8日，在2018-2019赛季NBA常规赛中，达拉斯独行侠队主场以107∶104
战胜休斯敦火箭队。这是火箭队球员哈登（左）带球突破独行侠队球员韦斯利·马
修斯的防守。 新华社供片

NBA常规赛

火箭不敌独行侠

常规赛第十七轮

“这场比赛前我们准备得非常充
分，因为去年在主场输给对手。今天
前三节队员做得非常好，无论防守执
行力和质量，还是进攻节奏都很好，尤
其是快攻转换中得了很多分，打出了
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在赛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郭士强在对球队提出表扬之
后，话锋一转：“但是，第四节我不是很
满意，尤其后上场的国内球员，他们今
天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

郭士强所说的是第四节还剩7分
多钟的时候，以 94∶70 大比分领先的
辽篮先后换下多名主力，场上 5 人为
高诗岩、刘志轩、丛明晨、贺天举、钟
诚，显然已经准备鸣金收兵。但在 4
分多钟的时间里，这套阵容被江苏队
打了一个10∶0，迫使本来已经穿好训
练服的郭艾伦、韩德君和巴斯重新
回到球场。回过头来看，郭士强在
距离终场前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就排
出这样的阵容，固然有让主力休息的
考虑，但同样也是给替补球员一个难
得的机会。但遗憾的是，替补球员并
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这也是本场大
胜存在的一个瑕疵。

郭士强：第四节
不能让人满意

没有经过太大的波折，辽宁男
篮六连胜如期而至。12 月 9 日，凭
借内线的强势发挥，辽宁男篮主场
以104∶84击败江苏队，以六连胜的
姿态，继续排在积分榜第三位。

比赛开始前，辽宁男篮俱乐部
在现场为本赛季转会江苏队的赵率
舟颁发了总冠军戒指，这也让这场
比赛在一片浓浓的人情味之中开
赛。尽管江苏队的实力明显要强于
南京同曦队，但辽篮此役的开局与
上一场如出一辙，很快就将比分拉
开，首节以28∶15领先。第二节，辽

宁男篮多点开花，江苏队防守显得
疲于奔命，半场比分很快扩大到
60∶39。第三节，辽宁男篮继续保持
高强度的防守，让对手的进攻非常
别扭，辽篮带着 85∶60 的比分进入
最后一节。第四节比赛，在大局已
定的情况下，主帅郭士强一度派出
全华班迎战，辽篮最终以104∶84轻
取对手。

平心而论，与上一个对手同
曦队比起来，江苏队在攻防两端
的能力都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只
是由于小外援布鲁克斯离队，球

队迟迟找不到合格的替代者，成
绩这才受到了影响。就拿本场比
赛来说，斯隆虽然得到 30 分，但这
更多来自单打独斗，他和队友的
配合略显生疏，还没有完全融入
球队。

相比而言，辽宁男篮的内线优
势非常明显。全场比赛，辽篮在篮
板球数据上以 51∶38 遥遥领先，前
场篮板更是高达13个，这就意味着
多出了13次进攻机会。此役，巴斯
毫无疑问是辽篮表现最出色的球
员，他 18 投 10 中，罚球 11 罚 10 中，

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一个人几乎
抵消了对面拉杜利察、吴冠希、李
原 宇 和 柳 伟 4 名 内 线 球 员 的 得
分。除此之外，巴斯另有 11 个篮
板、2 次助攻和 3 次抢断，并且一个
人就造成了对方 7 次犯规。而韩
德君虽然只得到 7 分，但他在内线
的牵制作用非常明显，也收下了
10 个篮板球。李晓旭在有限的出
场 时 间 内 ，也 贡 献 了 7 分 7 个 篮
板。可以说，正是由于内线组合的
强势发挥，辽宁男篮才能比较轻松
地赢得胜利。

辽篮轻取江苏取得六连胜

与江苏队的比赛，郭艾伦继
续着得分“20+”的脚步，两分球8
投 7 中，三分球 7 投 2 中，独得 22
分、7 个篮板、5 次助攻。难能可
贵的是，尽管第一节出现了一个
意外情况，但郭艾伦的情绪并未
受到影响，这也体现出他成熟的
一面。

上赛季辽篮与江苏队的比
赛，江苏队客场获胜，而且比赛中
史鸿飞还与杨鸣发生了小摩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9 日的比
赛中，史鸿飞又一次站在了争议
的漩涡中。第一节比赛，在江苏
队一次进攻中，史鸿飞与郭艾伦
在争抢位置时动作过大，裁判果
断判罚史鸿飞违体犯规，同时也
给了情绪激动冲上来理论的郭艾
伦一个技术犯规。这样的火爆场

面让人始料未及，本来应该是一
场很平淡的常规赛，因此让人嗅
到了一丝火药味。

但是，郭艾伦没有受到这个
小插曲的影响。在执行完违体犯
规罚球后，郭艾伦接到高诗岩传
球毫不犹豫地外线出手，命中他
全场比赛第三个三分球。半场比
赛结束后，郭艾伦得到16分，为球
队最高。半场过后，辽篮基本锁
定胜局，在此情况下，郭艾伦出场
时间受到限制，得分也停留在 22
分。不过，在第四节，又一次意外
发生了，江苏队孙鑫运球摆脱时
不慎挥肘击中了郭艾伦面部，郭
艾伦痛苦地捂着脸倒在地上。不
过这一次，孙鑫主动向郭艾伦表
示歉意，而郭艾伦也非常平静地
向对方示意没有关系。

应该说，在辽宁男篮队中，
郭艾伦是打球最有激情的一个，
这也让他赢得了很多中立球迷
的喜爱。不过，在激情之余，郭
艾伦也需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
绪。以他与史鸿飞这次冲突为
例，虽然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情绪，
但从那一瞬间来看，既然裁判已
经作出判罚，再做出过激举动，无
疑是不理智的。本赛季，郭艾伦
表现非常出色，他在辽篮队中的
战术地位也非常重要，这就决定
了他会成为对手的重点照顾对
象，类似本场比赛的情况，以后
肯定还会出现。怎样用更加正
确的方式回击，是郭艾伦需要考
虑的。

本栏稿件均由本报记者李翔
采写

场上冲突未影响郭艾伦情绪

继35分大胜同曦队之后，面对另
一支来自江苏的球队，辽篮也并未手
软，拿下了一场 20 分的大胜。而且，
如果不是第四节郭士强有意派出纯替
补阵容进行演练，辽篮获胜的分数肯
定还会更多。连续两场比赛都能打出
大比分，这不能不说，两周的休赛期起
了作用。

赛季，辽篮有一个“星期天现象”，
就是每逢一周三赛的最后一场，辽篮
的状态往往不够理想，常规赛输球大
多出现在这一阶段，即便赢球也磕磕
绊绊。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体
能下降带来的比赛专注度的下降。本
赛季，常规赛赛程更加密集，辽篮的伤
病和疲劳尤甚以往，国家队窗口期正
好给球队提供了难得的喘息机会，伤
员借机加速恢复，疲劳的球员也可以
抓紧时间休整。恢复了满血状态，面
对近况不佳的江苏双雄，辽篮的大胜
并不让人意外。

充足休息造就
辽篮两场大胜

郭艾伦（持球者）在比赛中上篮。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