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橙色风暴”回来了

端午假期， 不少城里游客走进延庆区的四季滑冰馆， 练速滑、 打
冰球、 体验滑雪练习机， 以运动的方式， 舒缓工作、 生活堆积的精神
压力。 据悉， 位于八达岭国际会展中心B馆的梦起源滑冰馆是延庆区
第一个四季滑冰馆， 打造四季滑冰馆成为延庆区落实助力 “3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 的重要举措。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足球友谊赛
中国VS塔吉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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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上周国足友谊赛击败菲律
宾， 由于伊拉克友谊赛输给了突
尼斯， 中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一
个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的种子队
资格， 这意味着中国队40强赛会
避开日韩这样的超级强队 。 今
天， 中国队将同塔吉克斯坦打一
场友谊赛 ， 种子队身份到手之
后， 中国队也可以以更轻松的心
态面对热身赛。

对阵菲律宾的热身赛， 尽管
中国队阵容中 “熟脸儿” 不少，
但是里皮也确实尝试了一些新
人， 比如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归化
球员李可。 另外像王子铭、 冯劲
等新人在比赛中也都有着不错的
发挥， 这些年轻球员还是颇让人
看到一些希望的。

由于对塔吉克斯坦这场比赛
压力不大， 里皮很可能尝试一些
更新的东西。 后卫线于大宝有可
能坐镇中路， 这位由前锋改打中
卫的球员， 这次进入国家队的位
置就是后卫。 于大宝作为中卫肯
定会带来不同的感觉， 打前锋多
年， 让于大宝有着非常好的脚下
技术， 他可以成为中国队后场的
一个进攻发起点 。 中后卫作为
“二传手”， 这种踢法在国际上还
是比较流行的， 比如瓜迪奥拉就
非常推崇中卫组织进攻的方式。
当然， 中国队获得定位球时， 于
大宝超强的抢点能力， 也还是能
够发挥优势， 作为后排插上的球
员， 于大宝会为中国队增加一个
强力攻击点。

上一场中国队中锋位置用的
是杨旭， 他错过了很多机会， 当
然也给对手造成了足够的压力。
本赛季的中超涌现了一批不错的
本土前锋 ， 比如张玉宁 、 王子
铭、 韦世豪等人， 不过他们都有
伤在身， 很遗憾这期不能被里皮
继续考察。

不过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看
在恒大队发挥出色的杨立瑜。 杨
立瑜这两年一直在涨球， 而今年
在恒大队 ， 他的进步更有一点
“突飞猛进” 的感觉。 这场比赛
我们应该关注一下杨立瑜这样的
新一代本土前锋， 能不能扛起中
国队进攻的 “大旗”， 毕竟中国
队这十年来最大的痼疾是无人能
够摧城拔寨。

本报讯 在9日进行的2019年
法网男单决赛中， 西班牙选手纳
达尔经过4盘较量击败奥地利人
蒂姆， 连续第三年获得该项赛事
冠军， 并且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同
一项大满贯赛事中12次问鼎冠军
的运动员。

随着蒂姆一记正手回球出
界， 纳达尔拿到通向个人第12座
“火枪手杯” 以及第18个大满贯
冠军的最后一分。 法网第12次夺
冠也让他超越名宿考特 （11次澳
网冠军得主）， 成就同一项大满
贯夺冠次数历史第一人。

当日 ， 纳 达 尔 以6 ∶3、 5 ∶7、
6∶1、 6∶1的比分击败蒂姆， 比赛
用时3小时1分钟。

纳达尔此番夺冠， 意味着他
与费德勒、 焦科维奇组成的 “三
巨头” 已经包揽了过去10项大满
贯赛事的桂冠。

“此时能够拿到又一场胜利，
显然让人们感到满意与快乐 。”
在纳达尔看来， 第三盘开局是本
场比赛的关键。

“我已经付出了所有努力。”
蒂姆有些无奈地说， “能在这里
12次夺冠， 这有些不太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 自2005年首
次参加法网至今， 纳达尔目前的
法网战绩为 93胜 2负 ， 他只在
2009年不敌索德林以及2015年败
给德约科维奇。

（艾文）

从 “世界杯看客” 到重回洲
际大赛决赛需要多久？ 荷兰队给
出的答案是12个月。

在刚刚结束的欧洲国家联赛
（欧国联） 决赛上， 重回人们视
线的荷兰队与欧锦赛卫冕冠军葡
萄牙队鏖战90分钟， 在控球率与
攻入对方30米区域次数均高于对
手的情况下， 还是一球惜败于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 没能把冠军
作为橙衣军团换血完成的见证，
只好用亚军继续捍卫自己 “无冕
之王” 的称号。

回想去年此时俄罗斯世界杯
开赛前夕， 无缘32强的荷兰队已
经被各路网友 “嘲讽 ” 了大半
年， 坐实了最大牌观众的名号。
再加上荷兰人同样未进入2016年
欧锦赛决赛圈， 接连缺席两届大
赛， 恐怕连最乐观的球迷也不会
想到， “荷兰飞人” 能在短短一
年后就在这个新创立的赛事中获
得亚军。

在2010和2014年世界杯上分
获亚军、 季军的荷兰队， 尽管因
为拥有一手进攻好牌却主打防守
反击遭到诟病， 但创造了1988年
捧起德劳内杯后的又一个高峰
期 。 此后球队赶上以罗本为首
“荷兰四大才子 ” 的生涯末年 ，
青黄不接的阵容连战连败， 年终
世界排名上也在2017年追平了史
上最低的第22位。

但也许22正是荷兰队的幸运
数字。 在1997年年终跌至第22位
后， 荷兰队触底反弹， 在1998年
世界杯与2000年欧锦赛接连进入
四强。 当时球队的复苏得益于克
鲁伊维特 、 西多夫等新星的成
长， 如今荷兰队重回一流， 同样
是因为那两个关键词， “青训”
与 “阿贾克斯”。

在与老冤家葡萄牙队的欧国
联决赛中， 为橙衣军团登场的球
员里有4人在今年欧冠帮助阿贾
克斯卷起 “青春旋风 ”。 其中 ，
德里赫特、 弗·德容、 范德贝克
这三名 “U23” 球员虽然很可能
在夏季转会窗各奔东西， 但在国
家队中却早已成为坚实的 “新三
杰 ”。 再加上刚 加 冕 欧 冠 的 利
物 浦 队 中 坚 范 迪 克 、 维 纳 尔
杜 姆 ， 荷 兰 队 就 是 靠 这 样 的
班 底 在 欧 国 联 中 先 后 战 胜 近
乎全主力登场的法国和英格兰，
这两队分别是俄罗斯世界杯的冠
军与殿军。

虽说荷兰足坛有传统的三家
豪门俱乐部， 但只有阿贾克斯是
国家队的魂。 阿贾克斯在近3个
赛季的欧罗巴联赛与欧冠上表现
不错， “新三杰” 外加已转会的
小克鲁伊维特等阿贾克斯青训营
的新成果先后进入国家队， 终于
帮助橙衣军团挺过了连续缺席两
届大赛的阵痛期。

通过欧国联以及穿插其间的
友谊赛基本完成新老交替， 荷兰
队以其雄厚的中后场实力已回归
世界顶级。 球队风格虽然已经不
见二三十年前全攻全守的 “性
感” 打法， 但无疑更加符合现代
足球的要求。

从决赛表现上看， 荷兰队输
在经验不足与进攻不力， 这像极
了一个月前阿贾克斯在欧冠半决
赛对阵托特纳姆热刺时占尽优势
却惨遭翻盘的走势。 也许这批年
轻球员的经验能够靠大赛不断积
累， 但缺乏强力前锋是荷兰队更
上一层楼的最大阻碍。

目前阵中的突击手孟菲斯·
德佩被主教练罗·科曼放在中锋
位置， 只能起到 “伪前锋” 的作
用。 在莱万、 吉鲁、 略伦特、 约
维奇等战术型高中锋重新吃香的
年代， 也许荷兰球迷会怀念起新
千年伊始， 范尼斯特鲁伊、 克鲁
伊维特、 马凯、 哈塞尔巴因克、
范霍伊东克五大中锋争夺一个主
力位置的 “甜蜜烦恼”。

拿出他们任何一人放在如今
的荷兰队， 首届欧国联的历史也
许就要改写。 不过既然坐拥流水
线般量产新星的阿贾克斯， 荷兰
人就有信心未来重回欧锦赛、 世
界杯时， 会有 “新巴斯滕” 横空
出世。

据新华社

国国足足：：
期期待待能能看看到到点点儿儿更更新新的的东东西西

第第1122次次称称雄雄法法网网
纳纳达达尔尔成成就就历历史史第第一一人人

四季滑冰成解压新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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