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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陆烽火

新华社沈阳12月7日电 （记
者张逸飞） 2021-2022赛季中国女
子篮球联赛（WCBA）7日展开第十
二轮的争夺。内蒙古女篮以 91∶44
大胜北京女篮，12战全胜领跑积分
榜。排名次席的四川女篮同样保持
12 场不败，她们以 85∶75 力克山东
女篮。

内蒙古女篮在与北京女篮的对
抗中，内线优势非常明显，她们的2
分球命中率达到 70%，其中国手李
月汝更是仅上场10分钟便6投5中
得到11分。

内蒙古女篮的另一名中锋魏伟
则利用更多的上场时间得到 15 分
和 8 个篮板，这两项数据都是全场
最高。北京女篮则全场处于被动局
面，只有郑茗一人得分上双，她 15
次出手命中4球，砍下10分。

四川女篮在同山东女篮的交手
中则遭遇不小的困难。山东女篮在
杨衡瑜、曹君伟的带领下，一直死死
咬住比分。不过四川女篮利用第四
节上半段一波 14∶4 的小高潮将比
分拉开，并最终取胜。

四川女篮球员韩旭在本场比赛
中充分展示了强大的个人能力，独
得 39 分的同时抢到 13 个篮板。队
友高颂同样发挥不俗，得到 20 分、
10个篮板的两双数据。

内蒙古女篮和四川女篮连续
12轮获胜，是因为两队均具有超强
实力。内蒙古女篮球员李月汝、魏
伟，四川女篮球员韩旭、孙梦然，都
是国内顶级中锋。这两支球队的锋
线也实力强大，内蒙古女篮的锋线
球员黄思静、张茹，四川女篮锋线球
员李梦、邵婷均为国手。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 3 场比赛
中，山西女篮73∶59战胜浙江女篮；
上海女篮 89∶72 击败东莞女篮，中
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女子篮球联队

（FUSC 联队）则以 70∶75 不敌河北
女篮。

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内蒙古队
保持不败金身

在刚刚结束的 2021 年世界乒乓
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总决赛中，中国
球员王艺迪一路杀入女单决赛，最终
获得亚军，这是继不久前休斯敦世乒
赛夺得女单铜牌之后，王艺迪在单打
项目上拿到的又一枚有分量的奖牌。
这位24岁的辽宁姑娘，正在不断提升
自己的状态。

王艺迪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是
在 2019 年的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
上，她以 4∶1 击碎了日本“天才少女”
平野美宇的奥运梦。从那时起，观众

记住了这个留着短发、比赛中作风硬
朗的女孩。作为中国乒乓球队主力球
员的陪练，王艺迪从此走向前台。

2021 年世乒赛，王艺迪和另一
位辽宁选手陈幸同获得了参加女单
比赛的机会，她们没有让人失望，保
持了“外战不败”。尤其是王艺迪，
正是她在 1/4 决赛力克最大的竞争
对手伊藤美诚，为国乒提前锁定金
牌立下头功。用辽宁女子乒乓球队
主教练赵龙的话来说，王艺迪“打出
了中国乒乓球队的拼搏精神，收获

了自信”。
但也应该看到，和当今女子乒坛

最顶尖选手比起来，王艺迪还有一定
差距，在世乒赛半决赛和世界杯决赛
连续输给孙颖莎就是例证。正如赵龙
所言：“目前世界乒乓球的发展趋势仍
然是追求力量和速度，王曼昱身高臂
长，护台能力强，击球有力量，杀伤力
足；孙颖莎击球速度快，衔接快。她们
两人代表了当今女乒的最高水平。”以
王曼昱、孙颖莎为超越的目标，王艺迪
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从世乒赛季军到世界杯亚军

王艺迪向顶尖选手又迈进一步
本报记者 李 翔

随着本赛季短道速滑世界杯系列
赛（北京冬奥会资格赛）落幕，中国短
道速滑队征战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席位
水落石出——在男女500米、1000米、
1500米等 6个单人项目及 3个接力项
目上均实现了满额参赛。这意味着中
国短道速滑队将派出 5男 5女参加北
京冬奥会，每个单项将有 3 名中国选
手出战。

一直以来，短道速滑是中国冰雪
军团在冬奥会上最重要的夺金项目，
自1980年起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11
届冬奥会，获得的 13 枚金牌中，有 10
枚来自于短道速滑项目。北京冬奥会
将产生9枚短道速滑金牌，中国短道速
滑队将向金牌发起强有力冲击。

不过，中国短道速滑队在北京冬

奥赛场上的夺金难度非常大。从出战
世界杯系列赛的状态看，中国短道速
滑队目前在男女混合2000米接力、女
子 3000 米接力等项目以及男子 500
米、男子 1000 米、男子 1500 米等个人
单项上都有冲击冬奥会金牌的机会，
但并未具备明显领先对手的绝对实
力，且整体发挥难称稳定。

参加世界杯的中国选手中，任子
威的表现最为出色，连续 3 站比赛都
有金牌进账。1997年出生的任子威，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曾和队友一
起拿到男子5000米接力银牌，目前他
不仅具备 500 米、1000 米和 1500 米三
个单项的冲金实力，同时还肩负接力
项目的冲金重任。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在平昌冬奥

会的唯一金牌得主，武大靖在本赛季
的表现有些低迷，直到荷兰站比赛才
触底反弹，终于在男子 500 米比赛中
拿到冠军。但随着年龄的增加和伤病
的反复，武大靖能否在北京卫冕还是
未知数。

中国短道速滑男女项目发展不均
衡，这个问题在世界杯系列赛期间表
现得尤为突出。4 站比赛，中国女队
在个人项目争夺中难求一冠，仅在女
子3000米接力项目上取得一枚金牌。

中、韩对决一度是冬奥会短道速
滑比赛的看点之一。短道速滑是中国
队的夺金大项，也是韩国队的主要夺
金点。历届冬奥会上，韩国夺得31枚
金牌，韩国短道速滑贡献了其中24枚。

平昌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队

获得一枚金牌。平昌冬奥会后的两届
短道速滑世锦赛，韩国队狂揽20枚金
牌中的14枚，中国队则收获4银4铜，
无金牌入账。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短道速滑
队的主教练是韩国人金善台。金善台
曾两度在长春执教，发掘了周洋、梁文
豪、韩天宇等优秀运动员。他也曾担任
日本短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和韩国短
道速滑国家队主教练，在平昌冬奥会上
帮助韩国短道速滑队夺得3金1银2铜。

据了解，根据世界杯系列赛的整
体表现，金善台将进一步调整和细化
最后阶段的备战方案，力争以最佳阵
容和最佳状态出征北京冬奥会。中国
短道速滑队将在明年1月24日前确定
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名单。

解析中国短道速滑队

冬奥“金牌大户”满额参赛再冲金
本报记者 朱才威

“从目前中国短道速滑队的情
况看，相比前几届冬奥会，原来很强
的女队实力有所下滑，队中没有像
大杨扬、王濛、周洋那样拥有绝对实
力的队员。男队方面，小将任子威
表现惊艳，综合能力强。”中国短道速
滑“功勋裁判”、沈阳体育学院原冰雪
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石安8日晚向记者
分析。

在 4 站世界杯系列赛中，中国短

道速滑队共取得7金3银6铜，拿满每
队男子 5 人、女子 5 人共 10 张奥运入
场券。王石安对此表示：“中国短道速
滑队目前的状态非常不错，正在稳步
提升，北京冬奥会在家门口比赛，中国
短道速滑队占据天时地利人和，10名
队员要坚定信心，放平心态，力拼每枚
金牌。”

王石安直言，中国短道速滑队在
北京冬奥会上冲金难度不小，特别是

女队，目前缺少核心队员、领军人物，
“目前在个人项目上，范可欣、李坚柔
是冲金的重点队员。女子 3000 米接
力项目上，几名年轻小将也有希望冲
击金牌。”

相比女队，王石安觉得男队进步
明显，“小将任子威具备在所有个人项
目上冲金的实力。上届冬奥会金牌得
主武大靖的状态也在逐渐恢复，希望
他在余下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找回最

佳状态，全力冲金。”
短道速滑比赛速度快、场地较小，

运动员在高速滑行时经常发生身体接
触，甚至出现犯规的情况。王石安表
示：“历届冬奥会，都出现过运动员因
犯规被取消比赛资格的情况。在北京
冬奥会的比赛中，中国短道速滑队队
员如何避免犯规、合理利用规则制定
战术，显得十分重要，大家要做好应对
各种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

王石安：女队无核心 男队看任子威
本报记者 朱才威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比赛将于
12月25日打响，辽宁男篮目前在沈阳
大本营进行封闭训练，并将在下周与
吉林队进行热身，力争以良好状态迎
接联赛第二阶段的“魔鬼赛程”。

11 月 14 日，辽宁男篮以 102∶94
击败浙江广厦队，以 12胜 1负的战绩
结束了常规赛第一阶段。回到沈阳短
暂休整后，球队很快重新集结，为年底
开战的第二阶段比赛进行准备。虽然
休赛期长达40天，但实际上留给辽篮
备战时间十分紧促。

首先，在 11 月的国家队比赛窗

口期，辽宁男篮的 4 名球员郭艾伦、
赵继伟、张镇麟和韩德君入选杜锋执
教的国家队，并随中国男篮两胜日本
队。尽管这两场比赛不会对球员造
成太大消耗，但归国后还需要进行隔
离。等这 4 名球员结束隔离，留给他
们与辽宁男篮合练的时间已经非常
有限。而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辽宁
男篮就要挑战迎回林书豪的北京队，
压力可想而知。

在这个休赛期，上赛季效力于山
西队的大外援莫兰德与辽宁男篮会
合，只等完成注册后就可以身披辽篮

战袍出战。莫兰德的到来提升了辽宁
男篮的内线实力，不过他至今连郭艾
伦等 4 名主力队员的面儿都没有见
到，更别说和主力阵容进行磨合，这不
利于他快速融入辽宁男篮。因此，第
二阶段开局阶段莫兰德的表现，球迷
不应抱以太高期望。

在联赛第二阶段，此前一直养伤
的刘志轩和吴昌泽有可能进入大名
单，不过，即便他们伤愈出场，由于久
疏战阵，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短期
很难给球队提供明显帮助。考虑到郭
艾伦和赵继伟需要一定时间恢复状

态，第二阶段开局阶段，很有可能需要
弗格在后卫线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样
一来，球队在内线的排兵布阵又要费
一番脑筋，这会给比赛的走势带来很
多未知因素。

如今，辽宁男篮已经封闭集训半
个多月，球队需要用比赛来检验训练
效果。记者从辽宁男篮俱乐部了解
到，球队近期联系了一直有着良好关
系的吉林队，双方准备在沈阳进行一
场教学赛，时间初步定在下个星期。
在教学赛之后，辽篮在联赛第二阶段
初期的主力阵容，或将浮出水面。

新外援尚未与4名国手队友见面

辽宁男篮的磨合时间很短促
本报记者 李 翔

新华社伦敦 12 月 8 日电
在欧冠联赛A组的一场比赛中，小
组第一曼城队客场对阵莱比锡队，
结果以1∶2落败，主力后卫沃克还
领到红牌。小组第二巴黎圣日耳
曼队则主场4∶1击败布鲁日队。

开场仅1分多钟，姆巴佩就为
“大巴黎”力拔头筹，5 分钟后，姆
巴佩又半转身凌空射门再下一
城。此后，梅西在禁区弧远射破

门，将比分扩大到3∶0。
易边再战后，布鲁日队利用反

击扳回一城，但梅西很快自创自罚
点球命中，将比分定格在4∶1。

C 组的阿贾克斯队以 4∶2 击
败葡萄牙体育队，两队占据小组前
两名。5∶0 大胜贝西克塔斯队的
多特蒙德队排名该组第三。

在 D 组前两名的对决中，皇
家马德里队2∶0力克国际米兰队。

姆巴佩、梅西连下四城

新华社悉尼 12 月 7 日电
2022年 ATP（男子职业网球协会）
杯网球赛7日举行分组抽签仪式，
德约科维奇、梅德韦杰夫、兹维列
夫、齐齐帕斯等多名男子网坛高手
将率各自国家队参与角逐。

ATP 杯是男子职业网球协会
和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共同推出的
团体赛事，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第
三届ATP杯将于明年1月1日至9
日在悉尼举办。根据赛制，16 支
参赛队伍将分成 4 组进行小组循
环赛，随后各组冠军进入淘汰赛阶
段，争夺冠军奖杯。

根据当日抽签结果，塞尔维

亚、挪威、智利和西班牙分在A组；
俄罗斯、意大利、奥地利和澳大利
亚分在B组；德国、加拿大、英国和
美国分在C组；希腊、波兰、阿根廷
和格鲁吉亚分在D组。

世界男单头号选手德约科维
奇将率领塞尔维亚队参赛，赛事主
办方表示，根据澳大利亚目前的入
境政策，他必须完成新冠疫苗全程
接种才可入境。但此前德约科维
奇一直拒绝透露自己的疫苗接种
情况，这就意味着他要得到悉尼所
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豁免才
可入境，并且可能需要在抵达后隔
离14天。

2022年
ATP杯网球赛分组揭晓

链接

新华社罗马12月8日电 曾
在2005年欧冠决赛中上演翻盘好
戏的利物浦队再次成为 AC 米兰
队克星，8 日，在欧洲冠军联赛小
组赛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AC 米
兰队主场1∶2遭利物浦队逆转，小
组垫底，无缘晋级。

赛前，小组第一的利物浦队已
经确定晋级，而AC米兰队本场必
须获胜才有一线希望，最终晋级与
否，将取决于同时进行的小组另一
场比赛波尔图队对阵马德里竞技
队的结果。

AC 米兰队在比赛第 28 分钟
率先拔得头筹，该队的角球被利
物浦队门将贝克尔扑出，但托莫
利门前近距离补射破门。好景
不长，利物浦队在 8 分钟后将比

分扳平，张伯伦禁区边缘的一脚
劲射被扑出，萨拉赫补射，将球
打进。

易边再战，比赛第 50 分钟，
AC 米兰队球员凯西禁区内倒地，
但主裁判认为防守球员齐米卡斯
的推搡动作很轻微，未做判罚。比
赛第 55 分钟，上半时的进球功臣
托莫利在后场带球失误，马内见势
迅速抢断射门，AC 米兰队门将迈
尼昂虽然扑出了他的射门，但面对
奥里吉的头球补射却无能为力，利
物浦队将比分逆转。

此外，马德里竞技队在另一场
比赛中领先的消息，也使得AC米
兰队在比赛尾声士气低落，最终

“红黑军团”负于利物浦，无缘欧冠
下一轮。

利物浦再扮米兰克星

12 月 7 日，在新加坡举行的 WTT 世界杯决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中国选手孙颖莎。图为王艺迪在
比赛中回球。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12月8日，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运动员村揭牌活动在
成都大学举行，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村委会同步成立。图为成都大运会
运动员村（无人机照片）。

成都大运会运动员村揭牌

12月8日，利物浦队球员萨拉赫（右二）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12月8日，巴黎圣日耳曼队球员梅西（右）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