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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中超结束后， 争冠形势
似有明朗趋向———上港队有些
“不可思议 ” 地被天海队逼平 ，
卫冕冠军有了掉队的迹象。 下轮
在工体国安队对撞恒大队， 将极
有可能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 如
果恒大队能在工体全身而退， 哪
怕是只拿1分， 都将占据非常有
利的位置 ， 而国安队则毫无退
路， 若想继续保有争冠主动权必
须主场拿下恒大队。 战胜恒大就
是战胜时间 ， 倘能击败最强对
手， 紧接着的间歇期， 对于热内
西奥和他的球队来说将是 “重大
利好”。

国安队新帅热内西奥就像是
一位刚来了3天的 “班主任”， 对
阵河北队 “这堂课”， 在还没有
认全 “学生” 的情况下， 能够磕
磕绊绊拿下来， 已经算是非常不
错了。 不能要求球队在这个时候
打出行云流水的场面， 只要把3
分握在手中， 就值得心满意足。
仓促上了 “第一课” 后， 这一周
“热老师” 终于有相对充足的时
间准备 “教案”。 如果是真正的
名帅， 一周的时间足够了。 这毕
竟是在赛季中期， 球员的状态有
一定的保证。 最关键的是看热内
西奥的战术能不能达到效果， 队
员的执行力会是怎样。 看得出对
河北队比赛时， 尽管时间仓促，
但热内西奥还是想把自己的一些

东西揉进去改变球队。 施密特这
两年， 国安队变成了一支没有边
路的球队。 而热内西奥一上来就
把阵型改为4231， 王子铭和朴成
被 放 到 了 边 前 卫 的 位 置 。 可
这 确 实有点儿 “赶鸭子上架 ”，
朴成、 王子铭踢得都不太好， 奥
古斯托被顶到了前腰位置， 可事
实是扎切罗尼时代就已经证明奥
古斯托不适合踢前腰。 热内西奥
想打边路 ， 但手中却没有 “快

刀”， 韦世豪这样的天才边锋已
经成了对手， 前几年国安队还有
些边锋快马， 现如今这些人早就
不在队里了。 热内西奥需要因陋
就简、 量体裁衣， 一是用现有球
员完成自己的战术思想， 比如巴
顿、 胡延强这些球员可以用用，
再比如是不是考虑把王刚或者金
泰延往前顶； 二是要把球员放到
合适的位置上， 像绝对的核心奥
古斯托， 一定要让他踢着舒服 。

一提恒大队， 很多人就 “咬牙切
齿”。 但对此， 热内西奥必须保
持冷静 ， 不一定 “宁为玉碎 ”，
“玉” 也许根本不用 “碎”， 场面
被动一点儿没关系， 只要能求得
一个好结果。

“新老师” 热内西奥需要尽
快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 “教案”，
而 “新学生” 费尔南多则需要尽
快适应球队。 对河北队比赛， 费
尔南多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

但并没有很多人吹得那么好， 这
名外援对国安队是否真的有帮
助， 还需要再看几轮。 费尔南多
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他
习惯的位置离球门太远， 他也没
有太强的一对一能力， 这在不讲
求什么战术的中超而言算是一个
“缺点”。 国安队虽然是一支体系
球队， 可这两年传控风格的烙印
太过明显， 费尔南多看上去又不
是那种玩细活儿的人 。 对他来
说， 加强进攻是最需要做的， 只
有在进攻端多发挥作用， 才更像
是一名 “外援”。 对河北队下半
时， 费尔南多其实已经注意到了
这一点， 他更多出现在禁区弧顶
附近， 那脚令池文一做出精彩扑
救的远射就是例证。 多出现在这
个位置上， 会给对方造成更大的
压力。 费尔南多虽然没有比埃拉
那么细腻， 但也有一脚传球， 他
的斜传像大砍刀切西瓜一样平
快， 特别是他总能找到奥古斯托
的位置， 这是个非常好的迹象。
费尔南多必须明白这是中超不是
俄超， 在莫斯科斯巴达有很多跟
他能力相仿的球员在一起配合，
而这里更多球员则在眼巴巴盼着
他成为 “大腿”。

周日赛后， 基本上就可以确
定 “热先生” “费同学” 这个赛
季是个什么定位了， 基本上就可
以确定国安队这个赛季能达到一
个什么目标了。

■段言堂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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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先先生生””““费费同同学学””，，赶赶紧紧““补补课课””

““得得分分王王””朱朱婷婷的的巅巅峰峰到到底底在在哪哪里里？？
中国女排队长朱婷在3日晚

的东京奥运资格赛中再次引爆全
场。 北仑艺体中心， 她的助威团
清一色身着黄色上衣， 手里举着
偶像队服的号码牌， 伴随着朱婷
的每一次得分， 现场都会爆发出
震耳欲聋的掌声和尖叫。

中德对决之中， 朱婷是取胜
的关键人物， 她和德国队的利普
曼并列拿下全场最高分21分。 队
伍卡轮时， 靠的是她强攻过轮，
比分僵持不下时， 依旧是她的重
扣将分差拉开。 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的朱婷， 在那一刻化身动漫里
的超人， 她总在被需要之时从天
而降， 身体里迸发出巨大能量，
感染队友的同时， 也将队伍带出
绝境。

当天比赛束后， 朱婷躺在场
上做着拉伸， 她的拥趸久久不愿
散去， 赛场周围被一片黄色的海
洋包围， 他们喊着朱婷的名字，
声音甚至盖过了现场的音乐。 个
别球迷实在难掩激动之情， 大庭
广众之下对自己的偶像深情表
白： “朱婷， 我爱你！”

这样的现象并不是头一次出
现， 只要是有朱婷的比赛， 看台
上就一定会出现她的粉丝团 “小

黄人”。 去年在浙江举行的世俱
杯， 朱婷随瓦基弗银行队回到家
乡作战， 客场作战的瓦基弗银行
享受了最高规格的主场待遇， 从
全国各地赶来的朱婷球迷给予了
她们无条件的支持， 就连球队主
帅古德蒂也为 “小黄人” 的威力
折服。

虽然不像娱乐明星的追随者
那样疯狂， 但是在体育圈子里，
尤其是在集体项目中， 朱婷能拥
有如此众多的拥护者， 已经属于
体坛现象级的存在， 而这个不满
25岁的姑娘也的确配得上球迷的
爱戴与尊敬。

出身农村， 家境贫困， 靠着
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级
主攻， 朱婷的故事比任何一部成
功学的书籍都令人振奋， 朱婷的
成长轨迹向所有人说明， 草根可
以摆脱重重桎梏， 努力可以做到
逆袭。

难能可贵的是， 成名后的朱
婷愈发低调踏实， 并始终怀有一
颗感恩之心。 在运动员参加综艺
节目已经屡见不鲜的今天， 除了
每次大赛后跟着队友一起接受采
访， 朱婷始终没有出现在真人秀
娱乐节目中 。 即便头顶无数光

环， 她依然牢记自己的初心就是
排球。

回望朱婷的运动生涯不难发
现 ， 她的成长速度可以用 “光
速” 来形容。 2013年刚刚进入国
家队， 2014年就在世锦赛上一战
成名， 2015年拿到世界杯冠军，
2016登顶里约 ， 随后留洋土耳
其 ， 在欧洲赛场收割MVP， 变
成外媒交口称赞的 “ZHUPER”
……

短短几年时光， 当初籍籍无
名的小辈已经成为世界排坛闪耀
的巨星， 她的职业生涯似乎一直
在稳步攀升， 拥有的赫赫战绩已
经达到其他排球运动员难以企及
的高峰， 那么朱婷的极限到底在
哪里？

今年初的一次采访或许可以
说 明 问 题 ， 在 回 顾 以 往 的 职
业 生 涯后 ， 朱婷觉得现在的自
己依旧在半山腰上 ， “还在攀
登， 我还没到顶峰”。 朱婷坚定
地说道。 显然， 东京奥运会是她
的下一个目标， 但绝不会是她奋
斗的终点。

或许， 超越别人在朱婷这里
失去了意义， 她要做的是不断超
越自己。 （中新）

本报讯 （记者 赵思远） 记
者从北京冬奥组委获悉 ， “七
夕 ” 和 八 月 节 气 系 列 冬 奥 特
许商品于近日在线上线下同步发
售。 另外， 由工美大师团队设计
制作的藏品级印玺也已于3日起
限量开售。

据了解， 此次冬奥特许商品
包括七夕节主题徽章和钥匙扣、
“立秋”节气徽章、工艺纸雕灯等。
值得一提的是， 参照榫卯原理设
计的纸雕灯由灯架、灯帽、灯体等
几块可拼接的部分构成， 消费者
可以在亲手组装的过程中深入体

会中国传统手工艺品的妙趣。
此外， 在北京冬奥会申办成

功四周年之际， 北京冬奥组委发
布由工艺美术大师团队设计制作
的北京2022冬奥徽宝典藏版 （和
田青白玉印玺） 及珍藏版 （黄金
印玺）。 冬奥徽宝典藏版选用和
田青白玉， 限量2022方； 冬奥徽
宝珍藏版采用古法制金工艺， 每
方克重356g， 限量5000方。 两款
重磅商品自8月3日起于中国银
行、 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
店王府井工美大厦店等官方零售
店正式销售。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8月
3日， 2019年第九届 “园艺小镇
杯” 北京少年围棋升段赛在延庆
八达岭镇园艺小镇里炮村开赛，
近800名选手参赛。

此次比赛由延庆围棋协会、
延庆区八达岭镇人民政府主办，
园艺小镇里炮村承办， 分为1级
升1段组、 1段升2段组、 2段升3

段组 、 3段升4段组 、 4段升5段
组， 共五个组别。

参赛选手既有来自中小学、
围 棋 培 训 学 校 的 学 生 ， 也 有
来自社会的青少年围棋爱好者。
选 手 们 将 在 8月 3日 至 4日 、 6
日 至 7日 、 9日至10日分批分段
展开对弈。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藏品级冬奥特许商品开售

北京少年围棋升段赛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