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一级方程式赛车
（F1） 意大利大奖赛12日在蒙扎
赛道进行， 总冠军争夺者汉密尔
顿和维斯塔潘在比赛中发生事故
双双退赛。 最终， 迈凯伦车队的
里卡多和诺里斯分获冠亚军。

11日进行的本赛季第二次冲
刺排位赛中， 博塔斯拿下第一，
但由于更换动力单元的部分套
件 ， 他在正赛中从最后一位起
步， 维斯塔潘杆位发车。

随着五盏红灯熄灭， 维斯塔
潘在起步阶段就被里卡多超越。
第四位发车的汉密尔顿也超越了
诺里斯升至第三。 随后汉密尔顿
在尝试超越维斯塔潘时轮胎锁
死、 冲入缓冲区， 跌至第四位。

比赛进行到第26圈时， 汉密
尔顿进站， 出站后他排在诺里斯
身后， 稍稍领先维斯塔潘进入一
号弯。 维斯塔潘随即发动了强硬
的进攻， 但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
被挤上路肩并被汉密尔顿的赛车
弹到空中。 随后两辆赛车冲进缓
冲区， 两位车手双双退赛。 赛会
出示黄旗并出动安全车。

比赛在第30圈正式恢复， 诺
里斯在四号弯超越法拉利车队的

勒克莱尔， 迈凯伦车队占据一二
位。 随后， 红牛车队佩雷兹和博
塔斯也分别超越勒克莱尔。 但由
于佩雷兹在赛道上切弯过度， 被
罚时5秒。

最终迈凯伦车队包揽冠亚
军， 里卡多夺冠并创造了当日单
圈最快， 拿到加盟迈凯伦之后的
首个分站冠军和生涯第八个分站

冠军。 诺里斯获得亚军， 这也是
迈凯伦车队自2010年加拿大站之
后再次包揽冠亚军。 博塔斯从队
尾发车最终一路超车夺得第三
名。

目前维斯塔潘领跑车手积分
榜， 汉密尔顿落后5分排名第二。
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24日至26日
在俄罗斯索契进行。

激烈碰撞！ 汉密尔顿、维斯塔潘撞车退赛

焦科维奇梦碎美网
“95后”梅德韦杰夫首夺大满贯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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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二二强强主主教教练练：：本本土土教教练练只只有有44人人
副刊

上轮十二强赛后， 李铁说了
一句可以存留很久的 “名言 ”
———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就得中
国人来当。 李铁的话引起了很大
争议 ， 他这句话表面上看很有
“志气 ”， 但又不符合目前的趋
势。 现今的足球世界呈现这样一
种趋势———足球强国基本上都用
本土教练， 足球弱国很多都用外
籍教练。 今年欧洲杯前四名的主
教练都是本土教练， 但是你再看
看足球落后地区的亚洲， 十二强
赛的主教练只有4人是本土教练。

这4位本土教练， 李铁就不
用再介绍了， 澳大利亚队、 日本
队和叙利亚队也都在用本土教
练。 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是目前

亚洲区排名最高的两支球队， 特
别是日本队被普遍认为接近了世
界水平。 就像前面说的， 强队用
本土教练———经过了多年的积
累， 前面也经过了多任外教， 日
本队和澳大利亚队也许觉得用自
己人， 也能够在现代足球体系中
不落下风。 其实， 无论是澳大利
亚队还是日本队， 都是在外教和
本土教练之间不断交替的， 其选
择标准很明确———就是成绩！ 日
本队现任主教练森保一在亚洲
杯、 奥运会上都没有打出理想的
成绩， 世预赛前两轮的表现也不
令人满意， 他随时有可能下课，
说不定接替他的就是外教。 叙利
亚队聘请本土教练， 更多是从经

济因素考虑， 前些年经济状况还
可以的时候， 叙利亚队也曾经聘
请过外教。

而十二强赛其他8支队伍 ，
都是外教担纲主帅 。 这8人中 ，
能称得上世界名帅的是两个荷兰
人———阿联酋队主教练范马尔维
克 、 伊拉克队主教练艾德沃卡
特。 这二位都曾担任过荷兰国家
队的主教练， 范马尔维克还曾在
2010年世界杯上带领橙衣军团拿
到过亚军。 8位外教有一个特点，
就是大部分都曾有着丰富的亚洲
地区执教经验。 这8人中， 只有
艾德沃卡特和沙特队主教练勒纳
尔是首次执教亚洲球队。 范马尔
维克在执教阿联酋队前， 曾经执

教过沙特国家队。 再来看看其他
人———阿曼队主教练伊万科维
奇， 中国球迷很熟悉， 他曾经是
山东队主教练， 在伊朗联赛也取
得过骄人的战绩； 越南队韩国籍
主教练朴恒绪堪称越南足球教
父 ， 越南国家队和国青队的腾
飞， 朴恒绪应该记一大功， 他已
经在这支球队耕耘了多年； 伊朗
队主教练斯科契奇是克罗地亚
人， 他此前在伊朗联赛执教了六
七年的时间； 韩国队的主教练本
托同样是中超球迷的熟人， 他曾
经在重庆队执教过一段时间； 黎
巴嫩队主教练哈谢克踢球时是捷
克著名国脚， 教练生涯绝大部分
时间都是在西亚地区执教。

中国足球的落后， 肯定包括
教练水平的落后 。 进入21世纪
后， 还没有一位中国本土教练率
领国家队亚洲杯小组出线， 还没
有一位中国本土教练带领国家队
在十二强赛上打出好成绩。 21世
纪这20年， 中国足球能够拿的出
手的成绩都是外教取得的， 这是
不争的事实。 我们在充分信任本
土教练的同时 ， 也必须承认落
后。 国家队教练唯一的标准就是
成绩， 李铁的前任里皮因为四十
强赛在弱旅面前连续碰壁而辞
职。 如果李铁带队的成绩不能令
人满意， 他同样面临下课危机，
这是职业教练都必须面对的， 跟
国籍没有任何关系。

在12日举行的美国网球公开
赛男子单打决赛中， 俄罗斯人梅
德韦杰夫仅用时2小时15分钟 ，
就以三个6∶4横扫世界排名第一
的塞尔维亚选手焦科维奇， 职业
生涯首次获得大满贯冠军。 失利
的焦科维奇错失了超越费德勒和
纳达尔拿到第21个大满贯头衔的
机会， “年度全满贯” 也宣告梦
碎。

焦科维奇：我会继续，努
力去赢更多大满贯

“世界网坛的新老更替是必
然的， 但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
这里， 我还会继续努力去赢得更
多大满贯，努力为我的国家而战，
这是此刻最能激励我前进的东
西。”焦科维奇说。他表示，很欣喜
地看到世界网球正处在良性的发
展阶段， 这批正在崛起的年轻球
员都非常出色， 希望这种新老交
替可以顺畅地完成， 并将更多人
吸引到网球这项运动中来。

对于梅德韦杰夫的表现， 焦
科维奇说： “他打得非常好， 充
满了获胜的决心， 你能感受到他
正处在实力的巅峰。 我的移动不
好， 状态欠佳， 有很多非受迫性
失误， 发球也不太好。 如果有人
配得上大满贯冠军 ， 那肯定是
你， 你是巡回赛里最友善的人，
我们一直相处很好， 祝福你以后
有更多的大满贯冠军。”

当晚纽约球迷对于焦科维奇
的巨大支持让塞尔维亚人一度落
泪。 “我之前就想过站在这里，在
不同的两种情况下我该说什么，
即便我今天没有拿下冠军， 但我
仍然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是

因为你们给予我的爱。 我以前从
没在纽约有过这样的感觉， 非常
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爱你们。”

美网决赛前， 焦科维奇已经
取得大满贯27连胜， 他在2月份
的澳网决赛中击败了梅德韦杰
夫， 随后又在6月的法网和7月的
温网中相继称王 。 回顾整个赛
季， 焦科维奇说： “我今天做得
不好 ， 但对于这一年取得的成
就， 我感到非常骄傲， 我已经学
会了如何克服艰难的失利， 我会
变得更加强大， 会从失利中吸取
更多经验， 然后继续前进。”

梅德韦杰夫： 焦科维奇
是我心中第一

第三次打进大满贯决赛， 25
岁的俄罗斯人梅德韦杰夫12日在
美网赛场圆梦。 赛后他说： “我
想对诺瓦克和球迷说声抱歉， 我
们都知道诺瓦克在追逐什么。 我
从没对别人说过， 但我现在要对
你说———你在我心中就是历史上
最好的网球运动员。”

梅德韦杰夫赛后说， 要把这
个冠军送给妻子。 “今天是我和
我妻子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在
半决赛前我想着如果我输了， 我
必须尽快去买礼物。 进入决赛后
我就想这下我必须拿下冠军了，
因为我肯定没时间去买礼物。”

他还表示， “我要感谢团队
所有人和家人， 他们有些在场有
些不在， 谢谢你们陪伴我拿到大
满贯冠军。 然后我要谢谢现场的
球迷， 虽然你们今天可能更支持
诺瓦克， 但从2019年开始， 你们
就一直支持我， 帮助我通过了很
多挑战。” 据新华社

本报讯 今年中秋晚会将于9
月21日20点播出 。 今年的 “秋
晚” 会有哪些特点？

今年秋晚在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首府西昌市举办， 西昌素
有 “月城” 之称， 80多年前， 这
里还是 “彝海结盟 ” 的革命圣
地， 时至今日， 西昌已成为著名
的航天城，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是
中国重要的卫星发射基地之一，
同时也是 “北斗” “嫦娥” 的唯
一 “母港”。

节目组表示， 之所以选在西
昌举办， 因为这座城市丰富的历
史底蕴与文化内涵， 不仅契合了
中秋 “月” 的意向， 同时也兼顾
了 “航天” 等时事热点与 “幸福
生活” 的人文关怀。 此次中秋晚
会也将向世界展示凉山、 西昌的
自然生态， 传递西昌独特的城市
文化与民族文化。

据了解， 今年中秋晚会的舞

美在延续以往风格的同时， 创新
打造具有未来感的全景式舞台，
在虚实、 古今的巧妙转换中实现
沉浸式体验。

据“秋晚”舞美总监许林江透
露：“今年的舞美设计有所突破，
并非纯写实， 而是以从古穿今为
主线，总舞美概念为北斗七星，以
此为起点来设计舞台空间。 ”

而从目前公布的舞美视频中
可以看到， 中秋晚会的主舞台以
建昌古城墙为背景， 城墙上再现
盘旋交错的 “根雕” 黄葛树， 见
证着岁月变迁。

演唱主舞台设置了海上明
月、 北斗七星等诸多元素， 内含
交叉放射状的八条威亚索道， 现
代感十足。 其中， “七星伴月”
的舞台呈现， 更是暗合着 “北斗
导航卫星”， 象征着美满、 团圆、
相伴、 相生的美好祝愿。

去年， 歌手周深与萨顶顶合

作了一首 《左手指月》 而受到好
评， 今年他再度出现在秋晚录制
现场， 周深表示， 将演唱和星星
有关的歌曲， 致敬中国的航天事
业和航天英雄。

“秋晚” 执行总导演董金明
在接受采访时还透露， 此次中秋
晚会中将出现外景拍摄和内场现
场相结合的节目， 目的是希望嘉
宾能真正深入社区、 走进乡野，
来到群众身边， 去感受和展现普
通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此次“秋
晚” 演出的凤凰传奇表演的地方
是一个有着 600年历史的古村
落———大石板古村， 而在凤凰传
奇的表演中，也将融合当地元素，
真实展现当地人民的幸福生活。

目前， 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秋晚会已于近日正式结束
录制， 进入了后期制作阶段。

（中新）

揭秘央视 “秋晚” 舞美：

设置海上明月、北斗七星等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