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与中国争举办权

韩国足协宣布申办2023亚洲杯

本报讯 近日 ， 韩国足协在
官网宣布 ， 将申办 2023年亚洲
杯， 这意味着韩国将和中国展开
竞争， 韩国希望时隔63年后再次
举办亚洲杯。

在2017年4月3日向各申办国
发布了申办准则之后， 亚足联会
于2017年7月12-13日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成立申办工
作组， 准备2023年亚洲杯申办的
各项事宜。 不过在7月份， 印尼
足协率先宣布退出。 而后在7月
12日， 亚足联官方宣布， 泰国足
协也退出了2023年的亚洲杯申
办， 最终承办权的竞争将在中国
和韩国之间展开。

中国足协早在2015年底就确
认申办2023年亚洲杯， 申办亚洲
杯需要6座城市以及8座足球场。
今年2月份， 中国足协竞赛部提

交了申办报告 ， 包括北京市足
协、 天津市足协在内的12家地方
协会向中国足协提交了意向函。

中国队上一次举办亚洲杯是
2004年， 阿里汉执教的国足最终
在决赛中遗憾输给日本拿到亚
军 。 而韩国足协在近日召开的
2017年临时议员大会上， 决定申
办2023年亚洲杯。 韩国队之前只
是在1960年举办过亚洲杯， 如果
申办2023年亚洲杯成功， 将是他
们时隔63年后再次举办亚洲杯。
1960年本土亚洲杯是韩国队最后
一次拿到亚洲杯冠军， 上届亚洲
杯他们进入决赛， 但最终输给东
道主澳大利亚。

中国和韩国谁能成为赢家？
2018年5月份的亚足联大会上 ，
亚足联46个会员协会将投票决
定。 （乔麦）

本报讯 昨天 ， 据天空体育
透露， 内马尔已经和巴黎圣日耳
曼达成协议， 将签下一份为期5
年的合同， 而合同的总价值达到
惊人的5亿欧元 ， 周薪为57.3万
欧元。 据悉， 巴黎圣日耳曼将在
未来两天内完成内马尔的转会。

内马尔此前从迪拜飞回巴塞
罗那， 但随后他并没有跟随球队
训练 ， 而是来到基地和队友告
别。 在主帅巴尔韦德的允许下，
内马尔缺席训练处理转会事宜。
随后巴萨官方宣布内马尔决定离
队， 但只有在给出2.22亿欧元的
违约金之后才能转会。 而梅西也
在社交媒体上和内马尔告别， 一
切都预示转会巴黎圣日耳曼的交
易已经没有悬念。

来自天空体育的最新消息透
露， 内马尔和巴黎方面已经达成
协议， 双方将签署一份为期5年
的合同， 他的周薪达到51.5万英
镑 （约合57.3万欧元 ）， 算上工
资 、 奖金和 2.22亿欧元的违约
金， 这笔交易的总价值达到5亿
欧元。

据悉， 巴黎圣日耳曼方面将
在未来两天内完成内马尔的转会
并且官宣， 而他们也准备举办一
个 盛 大 的 欢 迎 仪 式 ， 迎 接 内
马 尔 的到来 。 内马尔的转会也
大幅刷新了世界足坛的转会费纪
录， 他成为足坛历史上转会费最
高的球员。 （夏弦月）

４日即将开战的伦敦田径世
锦赛将是３０岁的中国飞人张培萌
参加的最后一届世锦赛。 张培萌
表示希望给自己的世锦赛生涯画
上完美的句号， 并坦言此次比赛
是中国男子４×１００米接力队再破
全国纪录的绝佳机会。

“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世
锦赛了， 希望能够给我的世锦赛
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 张
培萌说， “接力上届世锦赛创造
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想要进一步
突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除了
实力之外还需要很大的运气成
分， 所以这次我们的目标还是进
入前三， 希望能摸到奖牌。”

２０１３年莫斯科田径世锦赛
上， 张培萌在半决赛中创造１０秒
整的佳绩 ， 打破了当时的男子
１００米全国纪录， 不过在全部选
手中名列第九， 无缘决赛。 ２０１５

年的北京世锦赛上， 张培萌虽然
在预赛中遭淘汰， 不过他与队友
一起在４×１００米接力项目中创造
惊喜， 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

近两个赛季里， 张培萌因为
年龄和伤病的影响， １００米单项
成绩并不理想， 此次也没有达到
伦敦世锦赛１００米项目的参赛标
准。 但是在接力阵容中他依旧牢
牢占据着最后一棒的位置。

“距离接力比赛大概还有１０
天的时间， 现在主要还是保持系
统训练， 在赛前两三天的时候再
开始调整， 现在不能让自己过于
放松，” 张培萌说, “希望能跑出
自己的节奏， 虽然达不到以前最
巅峰时候的状态， 但现在自己的
状态、 节奏感都在往上走。”

目前中国接力队的主力阵容
已经初见端倪， 新人吴智强担纲
第一棒， 苏炳添、 谢震业和张培

萌分别承担二至四棒。 这个阵容
在上个月钻石联赛摩纳哥站中以
３８秒１９获得第一， 展现出良好的
竞技状态和默契的配合。 不过张
培萌认为， 成绩提升的空间还有
很大。

“这次世锦赛对于接力队来
说是最有希望再创全国纪录的一
次。 一方面比赛的对手都是世界
最高水平， 另一方面现在阵容中
二、 三棒的苏炳添、 谢震业也都
达 到 自 己 的 巅 峰 状 态 ， 我 和
第 一 棒吴智强如果能够发挥出
自己的水平的话， 再加上很好的
配合 ， 我觉得是很有机会的 。”
张培萌说。

目前， 该项目全国纪录是汤
星强、 谢震业、 苏炳添、 张培萌
组 合 在 里 约 奥 运 会 上 创 造 的
３７秒 ８２。

“全力以赴， 不留遗憾 ， 不

管结果怎么样， 尽自己的努力就
算是完美了，” 张培萌说。

伦敦田径世锦赛男子４×１００
米预赛将于当地时间１２日上午进
行， 决赛则将于当日晚间进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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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联赛第20轮
北京国安VS山东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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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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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晚在工体将上演一场中
超焦点战———北京国安对山东鲁
能。 本场比赛可谓价值6分， 对
于志在亚冠门票的两支强队而
言， 谁获胜谁就将在通往亚冠的
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大步。 北京队
对山东队的比赛， 还是两位德国
籍主帅施密特和马加特之间的对
抗， 新老德帅谁 “计” 高一筹，
非常引人注目。

京鲁两位主帅虽然都是德国
人， 但却代表着不同的风格。 施
密特是新派教练， 他跟克洛普等
人很相似， 崇尚那种压迫性极强
的足球， 看施密特球队的比赛，
你会感到 “喘不过气来”， 北京
队这几轮令对手 “闻风丧胆” 的
高位逼抢就是例证。 与山东队的
比赛， 北京队的本钱一是主场作
战， 二是北京队这种近乎 “不讲
理 ” 的疯狂逼抢 。 与施密特相
比，马加特则是“老派教练”的代
表。 德国人都崇尚体能、 崇尚跑

动， 这一点马加特和施密特没什
么区别。 本赛季的山东队有一种
“下半时惹不起”的感觉，比赛越
往后， 山东队的后劲儿就越足。
山东队在主场能击败恒大队和上
港队， 靠的就是不懈的跑动。

不过， 与北京队水银泻地般
的地面配合相比， 山东队的进攻
方式更加粗犷。 山东队踢得更像
是上世纪80年代的英格兰球队，
高举高打， 通过高中锋的头球摆
渡制造机会。 山东队通常是以佩
莱为 “轴儿”， 利用佩莱超强的
一对一争顶能力， 把球争下来之
后， 其他人拼命去抢第二点。 本
赛季佩莱只进了两个球， 这与英
超知名前锋的身份很不相符， 但
看过山东队比赛的人都知道佩莱
的战术意义有多大。 上一轮上港
队在济南栽了跟头， 上港队的主
帅博阿斯就承认防不住山东队的
高中锋。 山东队这种看似落后、
原始的打法， 在中超层面却屡试

不爽。 跟山东队比赛， 对手通常
都会非常累， 特别是中后卫， 要
不断拼命跳起来和佩莱争顶， 其
他人也必须专注去防第二点， 山
东队的头号得分手塔尔德利总会
像 “幽灵” 一样， 出现在能够破
门得分的位置上。

山东队总是在工体给北京队
制造麻烦， 上个赛季处于保级漩
涡中的山东队就是在工体击败了
北京队， 那场比赛至今仍被视为
山东队成功留在中超的关键之
战。 对于北京队来说， “自古以
来” 打山东队的比赛从不轻松，
山东队总是能够利用他们的身体
优势给北京队制造巨大的麻烦，
从佩莱和塔尔德利的身上， 我们
能看到当年宿茂臻 、 唐晓程这
“一高一快” 的影子。 而北京队
也很有可能会遇到施密特上任以
来最激烈的拼抢， 两辆 “德国战
车” 的对撞， 最终占优的可能还
是更勇敢的球队。

德帅对抗，看谁 高一筹

昨天， 全运会北京代表团成立仪式在北京举行。 乒乓球运动员、
大满贯得主丁宁被任命为全运会北京代表团开幕式旗手。 2016年里约
奥运会中， 丁宁就曾作为中国代表团旗手亮相闭幕式。 再次担任旗
手， 丁宁表示这是信任， 也是荣誉。 “能代表北京队持旗走在全运会
开幕式的最前方， 这对我来说是份信任和荣誉”。 第13届中国全运会
乒乓球项目将于8月28日至9月6日举行。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计计

丁宁任北京全运代表团旗手
内马尔签5年长约
加盟巴黎

张培萌：最后一届世锦赛期待再破接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