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相约北京

□本报记者 段西元

■■赛赛事事推推荐荐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 3
月5日， 北京2022特许商品零售
店798艺术区店开业。

北京 2022特许商品零售店
798艺术园区店位于 798核心位
置， 经营面积66平方米， 按照北
京冬奥组委的店面形象要求进行
装修装饰 ， 店面以冬奥蓝为底
色， 配以晶莹的雪花， 简洁、 清
新、 明快， 无处不传递着积极向
上的奥运精神。

北京798文化创意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彦伶表
示 ， 北京2022特许商品零售店
798艺术区店的开业不仅彰显了
艺术与奥运的密不可分， 更直接
地拉近了广大艺术爱好者与冬奥
会的距离。

据店面负责人介绍， 商品选
择上充分考虑奥运消费者的需
求， 汇集徽章、 钥匙扣等非贵金
属制品 、 贵金属制品 、 服装服
饰、 文具、 丝绸制品 、 陶瓷和
纪 念 邮 品 等 七 大 品 类 百 余 款
商品 。 3月上市的特许商品新
品 也 在 该 店 有 售 。 二 十 四 节
气徽章、 冬韵北京系列徽章、 冬
奥时尚银手镯， 运动服装书包等
特许商品， 均受到到店消费者的
喜爱。

特许经营计划作为北京冬奥
会市场开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 共征集到12个类别23家特许
生产企业， 和不同区域或渠道的
特许零售商42家， 现已批准开设
43家特许零售店。

■新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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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安安亚亚冠冠首首战战即即迎迎最最强强对对手手
今晚北京中赫国安将在客场

挑战全北现代， 这是新赛季亚冠
国安队的首场比赛。 国安队上一
次参加亚冠， 还要追溯到4年前。
对于亚冠来说 ， 国安算是一个
“最熟悉的陌生人”。

亚冠的争夺要比中超更加激
烈， 而国安队所在的这个小组更
是如此， 要知道同组的全北现代
和浦和红钻都有 “亚洲冠军” 的
光环， 即便是看上去弱一些的武
里南联也是亚冠的 “老油条 ”。
全北现代是国安队本组遇到的最
强对手， 第一场比赛就在客场打
这种级别的球队， 国安队的难度
可想而知。 本赛季全北现代的传
奇教练崔康熙到中国执教， 该队
请来了葡萄牙人莫雷斯执起教
鞭。 莫雷斯是穆里尼奥多年的助

手， 在穆帅身边耳濡目染， 想必
他也深受穆里尼奥实用主义球风
的影响。 国安队很多时候恰恰比
较惧怕这种风格的对手。 全北现
代阵容齐整， 球队今年引进了多
名强力内援， 阵容的厚度显然是
为夺取亚冠而来。 几乎每年的亚
冠联赛， 全北现代都被看做是最
大的夺标热门之一。

在中超联赛中， 国安队毫无
疑问是强队， 但放到亚冠， 客观
说国安队只是一支实力处在中游
的球队。 如果说打中超大部分比
赛国安队要考虑破密集防守， 那
么亚冠更多时候球队要想的首先
是搞好防守。 相对于中超， 国安
队亚冠可以排出更加平衡的阵
容， 因为4名外援都可以上， 也
不用考虑U23球员出场的问题 。

除了两名没有报名的归化球员，
国安队几乎可以排出最强11人。
说到防守， 金玟哉无疑是本场比
赛最大的看点 ， 他将面对老东
家。 金玟哉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
任何球员面对老东家都会 “心潮
澎湃”， 调整好心态对金玟哉无
疑是最重要的。 全北现代拥有身
高接近2米的中锋金信煜， 这个
人7年前代表蔚山队打亚冠时就
让国安队叫苦不迭， 如今后防线
提升了海拔的国安防线能否顶住
全北现代的高空轰炸， 是本场比
赛最大的看点。 除了高中锋， 全
北现代还拥有速度很快的巴西前
锋阿德里亚诺以及经验丰富的老
将李同国， 这支球队的进攻非常
立体。 也许国安队本场比赛的关
键词会是———顶住！

一周前的一次采访中 ，
中国女足昔日辉煌的缔造者
马元安曾充分肯定了女足姑
娘们在亚洲的实力。 在这位
74岁的老人眼中， 这支曾经
在他麾下闪耀世界的队伍依
然有着不 可撼动的地 位 。
“如果发挥好， 在亚洲范围
内我们可以进入前两名， 可
以拿冠军。” 老人斩钉截铁
地说道。

然而， 2019年的阿尔加
夫杯， 女足姑娘们的表现似
乎与 “亚洲第一” 还有一定
的距离。 首场对阵世界排名
高出两位的挪威女足， 中国
队以1 ∶3脆败 。 次役面对世
界排名低两位的丹麦， 王珊
珊送点 ， 中国队0 ∶1再次输
掉了比赛。 至此， 中国女足
以两战皆负的战绩在小组赛
中排名垫底。

在葡萄牙举行的阿尔加
夫杯素来有女足 “小世界
杯” 之称， 一年一度， 世界
各路劲旅云集至此， 由于参
赛队伍的水平逐年提高， 其
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本届
比赛， 中国女足没有取得一
场胜利， 纵然遗憾， 但也不
必过于悲观。

曾几何时， 女足队伍成
为了中国球迷寄托希望的载
体， 在男足频繁让人失望的
情况下， 女足的风采让球迷
们得到了一丝慰藉。 值得肯
定的是， 即使面对人高马大
的欧洲球队， 女足姑娘们不
惧对抗的勇气依然表现得淋
漓尽致。

对阵挪威， 开场姑娘们

便通过高位逼抢给对手施
压， 上半场黄旖旎与古雅沙
的两脚射门也极具威胁。 在
上半场挪威灌入三球之后，
下半场中国队不仅没有乱了
阵脚， 进攻反而渐有起色 ，
终场前， 王珊珊破门为中国
队扳回一城。

顽强抵抗的奋斗精神或
许是成就这支队伍的灵魂 ，
谈及去年的女足亚洲杯， 马
元安也对这种精神记忆犹
新： “我觉得她们身上有一
种拼搏精神。 特别是和日本
的那场比赛 ， 虽然0 ∶1输给
了对手， 但从场上的表现 ，
我们输的不丢人！”

那么连续遭遇败仗， 中
国女足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里 ？ 在 1 ∶3负于挪威之后 。
主帅贾秀全的脸色很严肃：
“既适应不了对抗， 自己又
发挥不出来， 机会也把握不
住， 输三个都是少的。” 显
然， 他对队伍的表现并不满
意 。 首场比赛教练组为达
到练兵的目的， 启用大量年
轻球员， 或许这是队伍发挥
不出水平的原因之一， 但是
这样的问题也不是头一次
出现。

马元安也曾直言不讳地
指出： “我们的队员缺乏自
信。 要相信自己， 要在比赛
中敢于承担责任， 才有可能
取得突破。” 他表示， 门前
最考验一个队员的心理素
质， 保持轻松的心态反而更
容易进球。 “又想进， 又害
怕打不进， 随意把球就踢出
去了。”

马元安的担心在对阵丹
麦的比赛中变成了现实。 上
半场， 王霜多次错失进球机
会。 终场哨响前， 中国女足
连续三脚射门 ， 赵瑜洁倒
地扫射打在横梁上， 中国队
最终错失了扳平的绝佳机
会。 从实力上来看， 中国女
足丝毫不逊于丹麦， 但是频
频错过关键球， 此役输得确
实可惜。

另外， 中国队的两场比
赛都暴露出后防线薄弱的问
题。 首战面对挪威， 中国女
足由攻转守的速度过慢， 导
致后防线无力招架对手的群
攻。 第二战面对丹麦， 姑娘
们一直在场上大喊： “注意
后点”。 然而开场仅11分钟，
丹麦一次快速反击险些破
门， 亨里克森后点无人防守
下垫射稍稍打偏， 中国队差
点先失一球。

输赢并不能成为判断一
支队伍好坏的唯一标准。 况
且于中国队而言， 本次阿尔
加夫杯本就是世界杯之前的
一次大练兵。 中国队世界杯
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德国队与
丹麦和挪威都有着相似之
处。 贾秀全也坦言： “面对
不同类型球队， 看看我们的
优势和差距到底在哪里， 确
确实实对球队有锻炼和学
习价值， 对于备战世界杯与
德国队的比赛也有巨大帮
助。 距离最后的大考还剩不
到一百天的时间， 如何在两
场失利中寻找原因， 查漏补
缺， 或将成为教练组工作的
重点。” （中新）

女足为何失意阿尔加夫杯？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近日
西城区2019年 “巾帼女杰杯” 台
球赛在广外街道社区文体活动中
心圆满举行， 来自全区各街道 、
各 企 事 业 单 位 的 60多 名 女 职
工、 女干部参加了本届台球赛。

据介绍， 由西城区妇联、 区
社体中心主办， 区总工会支持的

西城区 “巾帼女杰杯” 台球赛，
今年已经是第三届， 大赛以展示
妇女形象为主题。 台球赛上， 参
赛选手以球会友 、 相互学习促
进， 经过激烈的角逐， 广外街道
代表队、 西长街代表队、 展览路
街道代表队分别荣获团体冠军、
亚军和季军的殊荣。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 为了
加强职工之间的交流， 丰富职工
的业余文体生活， 增强公司凝聚
力， 河北亚大汽车塑料制品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会于近日开展

了职工趣味运动会 。 活动本着
“趣味运动交流” 的原则， 设立
了拔河、 全能接力赛、 趣味台球
赛、 气排球比赛四个运动项目，
共吸引了百余名职工参加。

冬奥特许店开进798

河北亚大北京分公司
举办趣味运动会

西城举办“巾帼女杰杯”台球赛

■职工体育

亚冠联赛
全北现代VS北京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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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老东家成
比赛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