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轮中超联赛北京中赫
国安主场轻取深圳佳兆业，而
国安队的主要对手上港、山东
队和恒大都经历了艰难的比
赛。 9连胜的国安队似有“一骑
绝尘 ”之势 ，国安队在比赛中
进退自如，球队上升趋势依然
在继续。

与国安队屡奏凯歌相比，
国安队的争冠对手们却“磕磕
绊绊”。 本轮恒大队在主场最
后时刻逼平江苏队，这场比赛
恒大队处处掣肘，江苏队踢得
更游刃有余。 如果不是江苏队
主力攻击手埃德尔力竭被换
下，恒大队的防线恐怕还会被
捅上一两个“窟窿”。 卡纳瓦罗
已经感受到了帅位摇摇欲坠，
好在最后时刻韦世豪点球命
中 ， 帮助恒大队度过了这一

劫。 恒大队依然在承受着塔利
斯卡不在的痛苦，没了塔利斯
卡，恒大队这只“猛虎”的一嘴
牙都被敲掉了。 恒大俱乐部作
茧自缚式的外援政策，也让球

队竞争力大减。 上港队和山东
队捉对厮杀，上港队在逆境中
最后时刻也是靠一粒点球过
关。 两支有争冠实力的强队各
有烦恼 ，上港队依然在 “后武

磊时代 ”中摸索 ，吕文君这样
的大将受伤也在削弱球队的
实力 。 山东队亚冠第一个出
线，但双线作战让他们十分疲
劳，佩莱的伤病等值于恒大队
塔利斯卡的伤停，只不过李霄
鹏的调整更好一些，山东队显
得没有那么被动。

国安队的竞争对手们已
经到了赛季的第一个 “极限
期 ”， 但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
第一个极限期过了以后 ， 就
会缓过劲儿来 。 国安队需要
做的 ， 是在这些强敌缓过劲
儿来之前抓紧时间拿分 。 比
如下一轮要对天津天海 ， 这
支球队实力并不强 、 状态也
不好 ， 这样的比赛三分是必
须的 。 再有就是要做好自己
也面临极限期的准备 ， 一支

球队不可能全胜夺冠 ， 即便
是当年的大连万达也做不到。
这个月国安队的魔鬼赛程还
没过 ， 打完天海队后 ， 国安
队就将在亚冠和联赛中先后
与浦和红宝石、 上港队交锋，
国安队在实力上并没有优势。
到了6月份国际比赛日来临 ，
一些更不可测的因素也许会
困扰国安队 。 6月份非洲杯 、
美洲杯 、 土伦杯都要开打 ，
巴坎布肯定要去非洲杯 ， 巴
西队主教练频繁观看奥古斯
托比赛也让人 “惴惴不安 ”，
理论上张玉宁 、 王子铭 、 郭
全博这些适龄球员都有被国
奥队抽调参加土伦杯的可能。
一旦主力球员长时间缺阵 ，
国安队如何调配阵容 ， 这些
都需要施密特团队提早准备。

■段言堂

■职工体育 ■体育资讯

【体育】13副副刊刊２０19年 5月 14日·星期二│本版编辑于彧│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张旭│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应应对对极极限限期期 国国安安需需抢抢分分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日
前， 2019北京CBD足球联赛在北
京国安体育中心开幕。 联赛由北
京 商 务 中 心 区 总 工 会 、 北 京
CBD高精尖产业促进会主办 ，
共 有 16支 CBD区 域 企 业 足 球
队参赛。

据了解， 本次联赛采用单循
环比赛， 国际足联通用积分制，
积分最高的队伍获得本次比赛冠
军。 参赛队伍包括北京世邦魏理
仕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华糖
洋华堂商业有限公司、 莱茵检测
认证服务 （中国） 有限公司、 美
卓矿机 （天津 ）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 深圳赛诺菲巴

斯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雪佛龙 （中国） 投资有限公
司、 亿利集团有限公司、 友邦保
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信美人
寿相互保险社等16支队伍。 比赛
将持续至7月底。

相关负责人表示， 活动旨在
响应国家推广全民健身的相关政
策要求， 丰富北京商务中心区总
工会会员职工业余生活， 加强会
员企业之间的交往与互动， 增强
北京商务中心区总工会的凝聚
力、 向心力。 同时， 希望大力推
动会员职工对足球运动的热情，
夯实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 打造
北京CBD足球联赛活动品牌。

新华社电 2018-2019世界壶
联冰壶世界杯总决赛12日在北京
首钢冰球馆结束全部比赛的争
夺。 闯入决赛的中国男队3∶5不敌
加拿大二队， 这是中国男子冰壶
队自2002年组建国家队征战世界
大赛以来首次站上领奖台。 女子
和混双冠军分别归属加拿大女队
和挪威组合斯卡斯利恩/内德莱
格腾。

男子决赛在当天上午9时开
战，由邹强、巴德鑫、王智宇、许静
韬组成的中国队执红壶首局后手
发球。前两局双方各得一分。第三
局，加拿大二队偷得一分。此后双
方各有一分入账， 五局结束分差
并没有拉大。进入第六局，中国队
占有后手优势， 但四垒巴德鑫最
后一投力量偏重， 冰壶径直飞过
大本营， 加拿大二队再次成功偷
得一分。此局成为比赛的转折点，
中国队陷入被动， 尽管第七局再
扳回一分，但对方四垒凯文·科伊
在第八局最后一投稳稳将壶旋进
圆心，最终以2分优势锁定胜局。

赛后巴德鑫表示， 本届冰壶
世界杯能打进决赛， 并在决赛中
和对手比分如此接近是赛前没有
想到的， 今天的比赛全队一直努
力拼到了最后一个球， 最后一局
中国队的战术和成功率已经做得
很好， 但对手最后一投还是非常
出色赢得了比赛。

此役之前， 中国男队在世界
大赛的最好成绩是2008年冰壶世
锦赛第四和2014年索契冬奥会第
四。本次比赛获得亚军，队长邹强
表示非常开心， 这次世界杯团队
配合更加默契，进步也很快，通过
今天和世界强队交手， 也学习到
在关键时刻如何控制情绪， 接下
来团队会继续磨合， 希望基本技
术能更加稳定。

冰壶世界杯是世界壶联于
2018-2019赛季全新推出的国际
顶级冰壶系列赛事。 随着本次总
决赛的落幕， 本赛季冰壶比赛已
全部结束， 新赛季将于今年8月
开始。

本报讯（记者 余翠平）“这样
的比赛太好了！”为进一步推动丰
台区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丰富
职工业余文体生活，5月9日至10
日，2019年丰台区职工 “丰采杯”
乒乓球比赛在看丹九城盛唐球馆
举办。全区24个参赛队伍的160名
选手，分别参加了团体比赛，男、
女单打比赛。

赛场上， 各单位选手挥舞球
拍， 直拍、 横拍、 扣球等纷纷展
现。 全体选手本着 “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的体育精神， 既锻炼
了身体、 磨练了意志、 切磋了球
艺、 增进了感情， 又展示了丰台
区职工拼搏进取、 昂扬向上的精
神风貌。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参加
乒乓球比赛 ， 感觉特别放松 ！”
一名选手说。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
的角逐， 最终决出了团体比赛前
八名， 男、 女单打比赛前八名。
丰台区总工会领导亲临赛场观战
并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 为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 激发干部职
工活力， 日前， 顺义区龙湾屯镇
总工会在安利隆山庄举办了以
“凝心聚力， 勇攀高峰” 为主题
的春季登山比赛， 镇域内200余
名职工参与。

比赛分男子组、 女子组两组
进行。 随着发令员的一声令下，
参赛队员们冲出了起跑线， 向终
点进发。 大家各个精神饱满， 你
追我赶， 奋勇争先， 展现了龙湾
人的拼搏精神。 一路上大家互相
鼓励， 互相扶持， 共同享受着登
山踏春的快乐， 呼吸着山间新鲜
的空气， 经过近一小时的奋力攀

登， 紧张角逐， 按男女组分别评
出一二三等奖共18名。

“通过这次登山比赛增强了
广大职工的健康意识， 培养了团
结协作、 顽强拼搏的意志品格，
提升职工砥砺奋进、 攻坚克难的
工作能力， 激发大家以饱满的热
情和昂扬的斗志 ， 为 ‘青岚龙
湾·红色小镇’ 建设贡献力量。”
龙湾屯镇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下一步， 龙湾屯镇工会将继
续组织各项职工活动， 为大家互
相了解、 加强交流搭建了平台，
进一步增进了大家的团结和友
谊， 推动了全民健身、 亲近自然
的热潮。

龙湾屯镇总工会
举办春季登山比赛

2019年“丰采杯”
乒乓球比赛落幕

22001199北北京京CCBBDD足足球球联联赛赛开开幕幕

北京出版集团职工参加长走活动
5月11日上午， 北京出版集团工会组织职工30余人前往房山区长

沟镇凯旋大街中国房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参加2019春季北京国际长
走大会暨第二十五届房山旅游文化节开幕式活动。 此次活动以庆祝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为主线， 以 “诚信·北京基金小镇” 为主题， 设置
了6公里的爱国之路、 16.5公里的诚信之路以及21公里的追梦之路三
条线路。 集团职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现场选择长走线路， 以良好的
精神风貌完成了长走大会活动， 提高了集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通讯员 王迪 摄影报道

冰壶世界杯总决赛收官

1166支支企企业业球球队队参参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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