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1日，在2019-2020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24轮比赛中，曼彻斯特
城队客场以1∶0战胜谢菲尔德联队。图为谢菲尔德联队门将亨德森（前）在比赛
中扑出曼城队球员热苏斯（右二）的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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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一方队变身为“大连人”队，
意味着按照足协的要求，完成了队名
中性化程序。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
昨日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公告，宣布俱
乐部名称正式更改为“大连人职业足
球俱乐部”，并发布了全新的俱乐部
标志。

据了解，目前大连人队正在西班
牙籍主帅贝尼特斯的率领下，在厦门进
行冬训。上赛季，大连一方队在中超联
赛以10胜8平12负的战绩排名第九
位，新赛季中超联赛将在2月末揭幕，
大连人队的目标是取得更好的名次。

在去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 2019
年中超俱乐部投资人会议上，中国足
协正式规定，在2021年赛季前，各俱
乐部需完成“名称中性化”转变，未通
过认证的球队将无法参赛。其实早
在前几个赛季，中国足协就下发了关

于各个俱乐部换成中性名称的通知，
并给予各俱乐部几个赛季的缓冲期。

更换中性名称的范围涉及所有
的中国职业联赛俱乐部，包括中超俱
乐部、中甲俱乐部以及中乙俱乐部。
球队中性冠名，是中国足球的改革政
策之一，要求队名中性化将把那些只
想借冠名球队扩大知名度的企业拒
之门外。

此前中国足协出台的注资帽、薪
酬帽、奖金帽、转会帽措施，均是为了
给中国足球的虚火降温，摒弃疯狂砸
钱的非理性行为，对于有长远投资眼
光的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好事。

不过，由于中国足协提高了职业
球队的准入标准，即便低级别球队也
要满足配备青训梯队、球场硬件等方
面要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又提
高了投资足球的难度。

备战之际“一方”变身“大连人”
本报记者 黄 岩

在主场以 100∶90 击败浙江稠
州队后，辽宁男篮以 20 胜 10 负的
战绩结束了常规赛第二阶段的比
赛。从前 30 轮比赛不难看出，辽宁
男篮在综合实力方面与广东队和
新疆队存在一定差距，在常规赛对
这两支球队实现“弯道超车”已无
可能。认清形势，以前四名的身份
获得季后赛首轮的主场优势，在季
后赛对阵中争取一个相对有利的
位置，应是辽篮在下一阶段常规赛
的目标。

本赛季不仅辽篮饱受伤病侵袭，

广东队和新疆队也面临着比较严重
的伤病问题。不过，广东队底蕴雄
厚，球队高超的战术素养足以抵消一
两名主力球员缺席带来的影响，摘得
本赛季常规赛冠军已经毫无悬念。
新疆队因为种种原因状态时有起伏，
不如广东队稳定，但该队除了一号位
之 外 ，其 他 位 置 的 阵 容 厚 度 冠 绝
CBA。在积分榜上，新疆队固然无
法威胁到广东队，但他们领先辽篮
2.5 个胜场，保住第二名的位置应当
不成问题。

在此情况下，辽篮目前排在积分

榜第三名，恰恰也是该队在常规赛所
能取得的最好名次。不过，第 11 名
的浙江稠州队距离辽篮只有两个胜
场的差距，共计9支球队形成了庞大
的第二集团，辽篮不仅面临着“争四”
的压力，理论上还有跌出前八名的危
险，确实大意不得。

为了保证在季后赛有一个相对
理想的对阵形势，余下的 16 轮联
赛，辽篮与第二集团 8 个竞争对手
的直接对阵就显得格外重要。其
中，辽篮将在客场挑战北京队、北控
队、吉林队，在主场迎战浙江稠州

队、青岛队、山东队、浙江广厦队，此
外还将与山西队在主场和客场各打
一场比赛。可以说，这 9 场比赛的
胜负，对辽篮的常规赛排名将起到
决定性作用。

从球队的综合实力考量，山东
队、北京队和浙江广厦队会是辽篮

“争四”的最主要对手，在常规赛结束
之后，只有把这三支球队中的至少两
支挡在身后，辽篮才有可能以前四名
的身份获得季后赛首轮的主场优
势。而这，将是辽篮在常规赛第三阶
段最重要的战略目标。

与粤疆两强有差距

“争四”是辽篮的下阶段目标
本报记者 李 翔

1 月 21 日与浙江稠州队的比
赛，辽宁男篮的大外援巴斯交出了
24 分、13 个篮板的两双数据。考
虑到浙江稠州队采用的是双小外
援配置，巴斯的数据只能算是中规
中矩。

不过，由于本赛季辽宁男篮的
内线轮转人员不充裕，巴斯在球队
的地位比以往更重要。他的表现，
甚至可以成为球队战绩的晴雨表。

本赛季至今，巴斯场均贡献
21.4分、8.3个篮板、1.8次助攻，其
中篮板数据创下了加盟辽篮以来
的最低值。

如果用CBA顶级大外援的标
准来衡量，巴斯本赛季的表现并
不合格。仔细分析，这是两方面
原因造成的：一方面，辽篮本赛季
的小外援史蒂芬森是一名偏三号
位的球员，他比较注意对防守篮板
的保护，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巴斯的
篮板数据下降；另一方面，巴斯即
将年满 35 岁，运动机能不可避免
地出现了下滑，有个细节很能说
明问题，巴斯本赛季扣篮时已不
如以往干脆利落，多半是跳起来把
球放进去而已。

另外，在1月21日与浙江稠州

队的比赛中，巴斯有4记罚球未能
命中。这并非偶然，巴斯本赛季的
罚球命中率仅有78%，同样为登陆
CBA 以来的最低值，这也从一个
侧面表明巴斯运动机能下降。

在比赛中巴斯经常要与对方
内线球员进行篮下肉搏，激烈的对
抗会消耗大量的体能。如果在两
年前，这些身体对抗对巴斯来说不
算什么问题，但现在只能让人感慨
岁月无情。

不过，巴斯在辽篮依然有举足
轻重的战术地位。在辽篮的内线
球员中，王化东受困于身高和经
验，暂时无法成为合格的轮换球
员；贺天举和李晓旭都受过大伤，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内线对抗方面
越来越力不从心。

在此情况下，辽宁男篮的四号
位对巴斯的依赖超过以往，而他稳
定的中投，强硬的篮下进攻，兢兢
业业的防守，都是目前这支辽篮需
要的。考虑到史蒂芬森在场上经
常出现情绪波动，影响全队的战斗
力，巴斯在一些场次的第四节要有
超过半节的出场时间，所以，巴斯
在硬仗中的表现，决定着辽篮在季
后赛能走多远。

巴斯是辽篮战绩的晴雨表
本报记者 李 翔

热身赛中以 1∶0 小胜武汉卓尔
队后，在广州集训的中国国家足球
队结束了本期集训，下次集结将在3
月份、世界杯预选赛开战之前。国
足主教练李铁表示，本期集训的体
能储备任务已经完成，球员们表现
出来的状态令他感到满意，期待球
队能在接下来的 40 强赛中拿出良
好表现。

国足这场热身赛全程封闭，对外
界仅公布了 1∶0 的比分以及杨旭进
了球，至于出场阵容、人员替换、具体
技术打法等信息均对外保密。国足

在前一场热身赛中以 8∶0 战胜沈阳
城市队，但与武汉卓尔队的比赛国足
踢得并不轻松。武汉卓尔队毕竟是
中超球队，再加上国足这段时间训练
量较大，国脚们普遍处于身体疲劳状
态，因而技战术发挥不像对阵沈阳城
市队那样自如。李铁表示：“本次集
训，我们有很多技战术方面信息要传
递给球员，并让所有球员得到比赛机
会，这么做一是检验训练成果，二是
通过比赛来观察球员是否能适应队
伍的技战术体系。”

国足 1 月 22 日的训练课结束

后，球员与教练组在春节期间短暂
休假。中国足协通过官微向参加
本次集训的球员、教练员、工作人
员以及中超 11 家俱乐部致谢。中
国足协表示，所有参与集训的球员、
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全力以赴、团结
进取，为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
的国家队而共同努力。此外，组建
强大的国家队离不开俱乐部的理解
和支持，国家队与俱乐部之间是休
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关系，国家队
本次集训，得到了各俱乐部的大力
支持。

与此同时，国足下期集训的相
关事宜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3 月
26 日，国足将在主场迎战马尔代夫
队，然后在 3 月 31 日客场挑战关岛
队。既然主场放在广州，国足集训
地点也将安排在广州。根据先前足
协公布的赛事安排，中超联赛在 3
月 15 日战罢第四轮之后暂停，国家
队 将 有 10 天 左 右 的 时 间 进 行 准
备。据悉，2 月 22 日新赛季中超联
赛拉开战幕后，李铁将密切观察这
一期集训队员的表现，以确定下一
期集训队员名单。

国足集训收工 用联赛检验国脚状态
本报记者 黄 岩

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北京
时间 1 月 22 日，2020 年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展开了女单第二轮较量，中
国选手张帅仅用了 1 小时 25 分钟就
以2∶0击败美国选手麦克纳利，连续
两年晋级澳网第三轮。

首轮比赛，张帅逆转前美网冠军
斯蒂芬斯。张帅第二轮比赛的对手
麦克纳利年仅18岁，世界排名第116
位，首度征战澳网正赛。面对经验欠

缺的对手，张帅优势明显，首盘比赛
以6∶2先声夺人。第二盘，张帅在落
后的情况下连扳4局，以6∶4获胜，横
扫对手晋级 32 强。第三轮，张帅将
面对14号种子、美国球员肯宁。

在另外一场女单较量中，赛会
27 号种子王蔷以 6∶1 和 6∶2 直落两
盘，完胜法国选手费罗，晋级 32 强，
王蔷在下一轮比赛将与美国名将小
威廉姆斯对阵。

张帅挺进澳网32强

英超：曼城队战胜谢菲尔德联队

1月22日，张帅在澳网比赛中回球。

本赛季，巴斯的身体状态有所下滑，但依然勇于与对方内线球员贴身
肉搏。图为在1月21日的比赛中，巴斯持球进攻。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摄

（上接第三版）
“总书记很关心平台如何串联城

乡、帮助贫困群众，这让我们创业者
充满动力。”秦强说。

“2019年，我们帮助全省100多个
农村的种养基地实现了互联网平台
化，建立线上销售平台，进行订单化、
定制化生产。”秦强说。

为迎接春节，平台推出了“知源
头、食健康”年货节活动，汇聚了三区
三州地区100多种优质健康的农特产
品，通过网络销售可直接送到各地顾
客家中，为春节餐桌增添一份绿色。

新家园
甘肃定西元古堆村，曾是典型的

深度贫困村。如今，它已整村脱贫出
列，实现从“烂泥沟”到美丽乡村的

“蝶变”。
19 岁的韩丽军回忆起 2013 年 2

月 3 日的那一天，记忆犹新。那天是
农历小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元古
堆村考察，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鼓励大家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
越红火。

“总书记嘱咐我要好好学习。总
书记的话，会鼓励我一辈子！”她激动
地说。

七年来，韩丽军的家发生了巨大
变化：七年前，和村里大多数家庭一
样，住的是土坯房，院子和路上的土
有一拃深，下雨时裤腿就在和泥。
2014 年，在危房改造项目资金扶持

下，家里盖起40平方米的白瓷面砖瓦
房。2017 年，又盖起近 100 平方米的
新房。2018 年，韩丽军家实现脱贫。
2019 年，父亲买了一辆轿车，韩丽军
的爷爷高兴地说：“原来的梦想是‘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连‘屋里屋
外，电脑小车’都实现了。”

这一切变化源于小山村热火朝
天的脱贫攻坚战。硬化路、自来水、
安全房、经济作物遍沟梁……如今的
元古堆村已焕然一新，过年也有了新
滋味。

老戏台前，村委会主任郭连兵正
组织社火队排练：“马上过年了，要在
新春文化艺术节上让邻里乡亲都看
看，咱元古堆的社火队多有精神！”

对于“70后”郭连兵来说，小时候
天天盼过年，现在天天像过年。“外出
务工的村民原来都不愿回到‘烂泥
沟’，而现在都盼着回到自己温馨又
漂亮的新家园。咱元古堆村人，腰包
更鼓、日子更甜、信心更足！”

新乡愁
满眼的大红灯笼、福字与春联，

在青砖灰瓦、木槛朱门中勾勒出浓郁
的节日氛围。接近年根儿，走进北京
草厂四条胡同，一种老北京特有的京
味民俗气息扑面而来。

草厂四条40号院内，73岁的朱茂
锦老人和家人一起包饺子，擀皮的擀
皮、和馅的和馅，大家一边聊天，一边
忙碌着。

“去年腊月二十七，习近平总书
记来看望草厂四条胡同的街坊们。
他是那样平易近人，跟我们一起包饺
子、炸饹馇、聊家常，询问我们日子过
得怎么样、水电气暖条件有没有改
善、年货备齐没有……”回想起当时
的情景，老人倍感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城保
护，他强调，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
就是胡同，要注意保留胡同特色，让
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草
厂社区党委书记朱耿亭说，作为北京
老城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草厂社区的
改造尤为重视胡同肌理和历史风貌
的保留。

架空线入地了，胡同公厕安装了
新风系统，路两旁增添了别致的绿化
小景观，路面铺上了精美的花岗岩，
通过保留、修缮、修复、织补等方式，
胡同的历史文脉得以延续。

街区更新让朱茂锦和街坊们过
上了“老胡同的新生活”：出家门口不
远处就是菜市场“微风市集”，果蔬蛋
奶、主食杂粮等一应俱全。二楼的社
区小客厅不时会组织社区活动，还有
200多册图书，每月都有更新。

历史上，草厂所在的前门东区以
浓郁的市井文化、会馆文化、梨园文
化而著称。而今，这些“老传统”正在
编织着“新乡愁”。

春节临近，草厂社区迎来了一年
一度的“邻里节”：居民秧歌扭进胡
同，舞狮把红火和福气带进胡同，公

益大集、年货热卖摆进胡同……“街
巷硬件设施不断升级，街坊邻里日益
融洽和睦。胡同不仅活态再现着老
城韵味，更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儿，
可谓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的生动写照。”朱耿亭说。

新传承
巍巍井冈，逶迤挺拔，翠竹千叠。
忆起4年前为习近平总书记介绍

革命先辈和烈士故事的经历，井冈山
革命烈士陵园讲解员章婧说了四个
字：“终生难忘”。

2016 年 2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
烈士敬献花篮，在开国元勋、烈士照
片墙和烈士英名录前认真听取讲
解。“总书记对革命先辈和红色历史
的敬重之情给我上了深刻的一堂
课。我要通过自己的讲述，唤醒人
们心中的红色记忆，让更多人感受
到共产党人为革命理想矢志不渝的
信念。”章婧说。

如今，前来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多。更让她感到
欣喜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
接受红色教育。“有一次，一位年轻的
妈妈带着她的小女儿前来参观。参
观结束后，小朋友执意把自己最心
爱的玩具娃娃留在烈士的照片前。”
章婧说，这次参观会像一颗种子埋
在小朋友的心里，伴随她的成长生
根发芽。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红军在
井冈山大陇镇大陇村开办了第一个
红色墟场，设立公卖处，向老百姓出
售平价食盐、药材等生活必需品。

90 多年后，红色墟场又以一种
新的形式活跃起来。大陇村成立了
旅游公司发展乡村旅游。在距昔日
公卖处不远的地方，一家新公卖处
又开了起来，不仅出售特色美食和
土特产，售货员还会向游客介绍当
年的革命故事。在不远处的房屋墙
面上，一幅幅红色题材的手绘壁画
把人们的思绪拉回那段峥嵘的革命
岁月。

“作为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
馆，近年来井冈山红色旅游不断升
温。”井冈山市文广新局党委书记陈
秀亮说，“我们要支持更多地方深入
挖掘红色资源，将发展乡村旅游和弘
扬红色文化相结合，丰富红色旅游内
涵，助力红色基因传承。”

新希望
一栋栋新民居整齐划一，宽阔的

街道两侧灯笼高挂，仿佛一个个红
彤彤的笑脸，向大家述说着脱贫奔
小康的动人故事。春节前夕的河北
省张北县德胜村，处处洋溢着浓郁
的年味。

“2017年1月24日总书记来我家
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坐在
我家沙发上，一笔一笔给计算收支
账，找脱贫致富路，鼓励大家要做大

做强马铃薯产业。”村民徐海成说。
2019 年，徐海成种了 28 个大棚，

种植马铃薯原种和微型薯。他说，就
等着开春上市销售，如果销量好的
话，收入能在20万元以上。

目前，村里正发展民宿旅游，邀
请徐海成学中医的二女儿毕业后回
村就业，创办一个中医理疗馆。“既能
学以致用，又能惠及村民。这下好
了，一家子都能撸起袖子加油干了，
又有新方向了。”徐海成说。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
攻坚的火车头就是党支部。”德胜村
党支部书记叶润兵说，“当时听了总
书记的话，瞬间充满斗志又感觉肩上
责任重大，我这个‘车头’必须得铆足
了劲儿才行。”

抓住坝上干旱的气候条件发展
光伏发电产业，德胜村在 2017年 1月
建成两座共500千瓦的光伏电站。目
前两座电站年发电量78万千瓦时，收
入 80 万元，成为德胜村收益稳定的

“铁杆庄稼”。
2018 年 底 ，德 胜 村 摘 掉“ 贫 困

帽”，实现全村脱贫出列。2019年，德
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3700元。

谈起新年新愿望，叶润兵的脸上
满是希冀：“全村脱贫只是第一步，我
们会牢记总书记嘱托，不松劲不懈
怠，继续扑下身子干，让脱贫奔小康
的成色更足质量更高，把德胜村打造
成乡村振兴的样板！”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足迹感受新时代新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