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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界界杯杯冠冠军军成成员员
为为何何不不受受宠宠？？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记
者昨天获悉， 12月15日将迎来冬
奥和冬残奥会徽发布一周年纪
念， 12月1日作为北京冬奥会特
许商品第三个 “新品上市日 ”，
推出了系列主题商品。

特许商品中， 《2019冬奥台
历》 特邀知名画家林帝浣绘制水
墨画 《大雪》 作背景， 配上2019
年冬奥会筹办重要时间节点， 制
作成精美台历， 为冰雪爱好者送
去每日相伴的时间画廊； 台历内
还设计了一枚印有 “北京2022年
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
发布” 的贴纸， 由消费者亲手贴
在吉祥物发布之日的日期旁， 为

所有冬奥会的关注者留下了一份
期待。 《“四季冬梦 ” ———金版
张》 的四张金钞分别绘有春季的
天坛、 夏季的鸟巢、 秋季的大境
门和冬季的玉皇阁 （玉皇阁位于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 体现了
北京和张家口两个主办城市的优
美风光。

另外，本次“新品上市日”还
推出了系列节气徽章———大雪和
冬至，供消费者进行系列化收藏。
“大雪”徽章以雪花为造型，方寸
之间展现琼楼玉宇、 万里雪飘的
北国风光。冬至为安静之节，民间
还有冬至画梅花数九的习俗，“冬
至”徽章中九朵梅花幽然盛开，颇

有宁静致远的意趣。
为迎接元旦、 春节两个传统

喜庆节日， 北京冬奥组委特别推
出了四款领带及两款围巾， 其中
领带以灯笼和雪花点缀， 喜庆又
不失庄重； 两款 《竞速》 围巾有
红、 蓝两种颜色， 以色彩和线条
变化勾勒出绚丽的动感， 给爱好
运 动 的 朋 友 送 去 浓 浓 的 祝 福
和 冬 日的温暖 。 《“超越梦想 ”
竞赛项目银质纪念套章》 以逼真
的运动造型体现了北京、 延庆和
张家口赛区的15个竞赛项目， 各
赛 区 竞 赛 项 目 纪 念 银 章 独 立
进 行 封装 ， 为收藏爱好者送上
节日好礼。

■职工体育

节气徽章现身冬奥特许商品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高
师傅厉害啊！ 连胜三局， 您这是
要拿第一的节奏啊。” 还在公司
职工之家门口， 就听见工会干事
张小丽在夸赞又拿下一局胜利的
高增泰。 原来， 这是北京市政路
桥港创瑞博公司工会组织的首届
“乐在棋中” 职工象棋、 跳棋大
赛的比赛现场。

据悉， 此次 “乐在棋中” 职
工棋类竞赛， 分为男子象棋竞赛
和女子跳棋竞赛两个项目， 来自
公司各部室、 生产一线的40余名
职工报名参与。

比赛之中，选手们不论资历、
不论年纪，凭的是自己的技艺和
经验 。 先看象棋对战双方 ，你
走一步当头炮，我走一步连环马，

彼此双方或是凝神思考 、或是成
竹在胸 ，既讲进攻又重防守。 转
回头看比赛跳棋的女选手们，各
自也是聚精会神， 每走一步都小
心翼翼，或跳或堵，步步为营。 再
看围观的观众， 也是时而屏息不
语，时而笑语欢声，赞叹欢呼此起
彼伏。公司工会主席李秀梅表示：
“平时大家忙于工作 ，新老职工
难得交流，借这次竞赛 ，搭建起
了新老职工沟通的桥梁， 也能丰
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营造家的和
谐氛围。 ”

据介绍， 此次比赛既增进了
职工间的相互了解， 又结识了新
老朋友 ， 受到了大家的一致欢
迎， 也为该公司工会今后开展此
类活动积攒丰富经验。

■新闻分析

港创瑞博公司职工乐在“棋”中

昨晚 ，2018年女排世俱杯在
浙江绍兴开打， 这是继世锦赛之
后又一项关注度极高的排球赛
事， 来自世界各地的八支劲旅将
共同角逐冠军。 本届大赛汇集了
各方名将，朱婷、金软景、博斯科
维奇等球星都将悉数出战， 这样
星光熠熠的女排世俱杯可谓看点
十足。

大手笔引援，“独苗”浙
江女排能否触底反弹？

中国是第一次举办女排世俱
杯， 而浙江女排也是本届大赛中
的唯一一支中国队伍。 虽然女排
国家队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但是
中国排球联赛中的队伍距世界一
流水平还相差甚远。

此前， 只有天津女排和广东
恒大女排获得过世俱杯参赛资
格，不过2010年的世俱杯，天津队
小组垫底， 而当时郎平执教的广
东女排则在2013年获得了季军，
这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球队在世
俱杯上获得的最好成绩。

作为东道主， 浙江女排此次
自动入围。为了提高队伍水平，俱
乐部一口气引入四大内援， 刘晏
含、杨涵玉、任凯懿和王梦洁，其
中杨涵玉和王梦洁都代表中国队
参加了今年的世锦赛。

即便如此， 浙江女排仍不具
备争冠的实力。 本赛季的排超联
赛，浙江女排第一轮便折戟，意外
止步八强。 此次面对实力更为强
劲的对手， 浙江女排的目标是小
组出线， 但是对于处在新老交替
阶段的队伍来讲， 在大赛中磨合
阵容， 吸取经验或许有着更重要
的意义。

土超“双星”对决，谁能
力拔头筹？

本届大赛， 土耳其两大豪门
瓦基弗银行和伊萨奇巴希无疑是
夺冠的两大热门。新赛季伊始，伊
萨女排签下了韩国当家球星金软
景， 还续约了美国主攻手拉尔森
和塞尔维亚球星博斯科维奇，这
样豪华的阵容助力伊萨女排在此
前的土耳其超级杯中击败了瓦基
弗银行获得了冠军。

作为伊萨女排的老对手，朱
婷领衔的瓦基弗银行也有着不俗
的阵容厚度。 塞尔维亚队主力副

攻拉西奇， 荷兰女排主力接应斯
洛特耶斯还有美国主攻手罗宾逊
都将与朱婷并肩作战。

也正是因为朱婷的存在， 瓦
基弗银行受到了国内球迷的追
捧， 相比于伊萨女排， 她们似乎
有着 “主场” 作战的优势。 如果
不出意外， 这两支王者之师将有
很大可能会师决赛。 在世俱杯历
史上， 两队都是两度夺魁， 伊萨
奇巴希在2015年和2016年问鼎 ，
瓦基弗银行在2013年和2017年加
冕。 此次， 两队都将为世俱杯第
三冠的荣誉而战， 而瓦基弗银行
能否在 “主场” 卫冕也值得所有
球迷期待。

朱婷“主场”作战，中国
一姐能否蝉联MVP？

11月30日， 刚刚过完24岁生
日的朱婷随队友一起从伊斯坦布
尔飞抵上海。 瓦基弗银行的球员
们都身穿印有 “我们很高兴来到
中国”字样的球衣，这样诚意十足
的举动俘获了不少球迷的心。

去年的世俱杯上， 朱婷在决
赛中砍下19分， 荣膺当届大赛的
MVP。 然而，今年的世俱杯，金软
景、 博斯科维奇和拉尔森等人都
将是这一奖项的有力竞争者。

其中博斯科维奇在2016年的
世俱杯中首次染指这一荣誉，而
在今年的世锦赛中， 她也成功斩
获MVP头衔，此番与朱婷再次较
量 ，想必这位世界级接应也是
有备而来。 与博斯科维奇同为队
友的拉尔森也在2015年荣获世俱
杯MVP。 此次大赛，也将有机会
诞生首位两夺世俱杯MVP的球
员，中国球迷也期待“超级婷”能
在自己的主场捍卫这一荣耀。

(中新)

北京时间4日凌晨 ， 莫德
里奇成为2018年世界杯年 “金
球奖” 获得者， 他不仅终结了
梅西和C罗对该奖项长达10年
的垄断， 而且还连续第三次在
世界杯年让世界冠军成员无缘
触碰这一至高荣誉。

为何大赛宠儿总是不受
“金球奖 ” 青睐 ？ 金球奖是否
已成为世界杯失意者的 “安慰
奖 ”？ 在 “梅罗 ” 二龙戏珠时
代的黄昏， 金球奖新的评选风
向或许已翩然而至。

2010年 “金球奖” 揭晓之
前， 这项国际足坛影响力最大
的奖项之一与国际足联世界足
球先生的评选合二为一， 被称
为 “国际足联金球奖 ”。 这一
事件或许是导致当年世界杯冠
军成员无缘 “金球奖” 的重要
原因。

要知道， “金球奖” 原来
的评委只有全球知名媒体的专
业足球记者， 但2010年， “国
际足联金球奖” 的评委还有国
际足联旗下所有国家和地区代
表队的主教练和队长。 评委范
围的变化以及评选时赋分方式
的改变， 让当年的世界杯冠军
西班牙队以及代表国米收获欧
冠冠军、 帮助荷兰拿到世界杯
亚军的斯内德都吃了亏。 尽管
梅西的媒体票数远低于斯内德
和伊涅斯塔， 然而他凭借着国
家队主帅和队长们的选票， 特
别是一些足球小国的支持， 获

得了首届 “国际足联金球奖”。
除了这一原因外， 伊涅斯

塔和哈维双星闪耀， 也在某种
程度上分流了人们投给世界杯
冠军球队的选票。 再加上斯内
德获得了诸多专业媒体和足球
强国的支持， 这使得金球大奖
最终被颁给了一名在世界杯上
表现平淡的球员。

2014年世界杯， 德国人笑
到最后。 然而鉴于C罗所在的
皇家马德里队收获西班牙国王
杯、 欧冠联赛、 世俱杯等多个
重要锦标， 金球奖还是没能跳
脱 “梅罗戏珠” 这一当时世界
足坛主旋律。 德国人秉持的是
一种团队足球的理念， 而该奖
项则更青睐于那些具有杰出个
人能力的候选人。

德国队阵中当时最有希望
获奖的三名球员分别是克洛
泽、 格策和诺伊尔， 克洛泽虽
然打破了罗纳尔多保持多年的
世界杯决赛圈总进球纪录， 但
已步入职业生涯末期， 在全年
其余比赛中表现一般； 格策虽
然在决赛中亲手击碎了梅西
的金杯梦， 但当时毕竟还太年
轻 ， 只能被称为 “潜力股 ” ；
诺伊尔正值职业生涯巅峰， 可
惜他特殊的门将位置 ， 决定
了他只能成为C罗和梅西二人
的陪衬。 就这样， 世界杯冠军
团队成员又一次与 “金球奖 ”
擦肩。

2016年起 ， 《法国足球 》

杂 志 与 国 际 足 联 分 道 扬 镳 ，
“金球奖 ” 又开始进行单独评
选。 于是， 今年的情形与2010
年时有些相似 ， 又有所不同 。
相似的是， 莫德里奇和当年的
斯内德一样， 都是世界杯亚军
的主力成员， 对球队一路晋级
决赛居功至伟 ， 更重要的是 ，
都在世界杯前捧回大耳朵金
杯 。 同时在世界杯冠军阵中 ，
拥有多位金球奖的潜在获奖
者， 比如姆巴佩、 博格巴、 吉
鲁等， 团队足球的胜利 “乱花
渐欲迷人眼 ”， 世界冠军多人
拥有希望， 又分流了彼此间的
票数。

不同的是 ， 这次 “金球
奖 ” 与世界足球先生分开评
选， 媒体的选票就意味着最终
的答案 。 综合球员在俱乐部 、
国家队的种种表现 ， 以及对C
罗、 梅西垄断该奖项10年的某
种 “反抗 ”， 最终 ， 莫德里奇
捧杯。

国际足坛的战术风向在
变， “金球奖” 的评选标准也
在变。 今后捧得大力神杯肯定
将是球员获得 “金球奖” 的重
要加分项 ， 但并不是充分条
件、 决定条件 。 随着梅西和C
罗步入职业生涯末期， 下个世
界杯年金球奖的竞争局面将更
加扑朔迷离， 金球奖也会在带
来更多争议的同时酝酿出更多
悬念， 丰富和延展足球运动的
价值与魅力。 据新华社

连连续续三三个个世世界界杯杯年年
无无缘缘““金金球球奖奖””

女排世俱杯这些看点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