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队球员教练点评

6.5
看上去韩佳奇扑救次数不少， 但实际上日本队

的进攻雷声大雨点儿小。 国足选拔队门将其实并没
有经历太过惊险的场面。

韩韩佳佳奇奇

□本报记者 段西元

战平日本 国足还有拼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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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之所以逼平了日本
队， 首先还是源自日本队自己的
托大。 首轮比赛日本队可以说打
得中国香港队 “片甲不留”， 进
攻流畅度非常高， 一时间日本队
被捧为本届东亚杯的最大夺冠热
门。 但是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
显然没有太看重东亚杯， 他只是
把这次比赛当做挑选世界杯边缘
人的 “测试赛”。 对阵中国队的
比赛， 日本队更换了全部11人首
发。 虽然这11人中有5人来自广
岛队， 但是依然不能保证球队的
默契度。 从这场比赛明显看出，
日本队配合的娴熟度远不如首
轮 。 日本队也过于小看中国队
了， 比赛中他们有些机会处理得
比较随意。 下半时日本队增加了
直塞球， 试图让比赛提速， 但是
他们又显得过于着急， 欲速则不
达。 日本队也缺少门前的杀手，
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上来的中
锋， 都没有给中国队造成实质性
的威胁。 没有好中锋， 这也是日
本队这些年来一直存在的弱点。

中国队自身的发挥也确实值
得点赞， 球队的拼劲儿的确令人
称道。 很多人指责中国足球， 经
常会说这些球员挣着大钱不卖力
气。 其实中国队很多比赛都不缺
乏拼劲儿， 球员大部分也都有很
强的敬业精神， 大部分时候真是
输在技战术和能力的不足。 这场
比赛中国队和日本队在技战术方
面的差距依然很大， 日本队没有
费多少力气就主导了比赛的控制
权， 与第一场对韩国队时一样，
中国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动挨
打。 不过中国队利用勤奋弥补了

技术上的不错， 每个人都付出了
200%的努力 ， 通过积极的跑动
和拼抢，让本队的空当变得“更小
一些”。 虽然中国队的中场屡屡
被日本队轻松打穿 ，但中国队
的 5人防线始终没有乱，相互之
间也保持了紧凑的距离， 特别是
三名中卫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

比赛还没有完， 最后一场面
对本届赛事纸面实力最弱的中国
香港队， 国足必须要力争取胜。
如果本次东亚杯中国队能够拿到
4分， 这支年轻的球队足可以得
到80分的 “良好” 成绩。

为期两天的第二届北京市民气排球比赛近日在通州区弘赫国际体
育运动中心落幕。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市各区、 各系统的48支队
伍、 500余气排球爱好者参赛。 组委会按参赛运动员的年龄设置青年
组和中年组两个组别， 按组别进行小组单循环赛和淘汰赛。 赛场上，
队员们精神饱满、 配合默契， 展现了精湛的球技和良好的团队合作意
识， 运动员们拦网、 快攻、 妙传、 扣杀， 不时将比赛推向高潮。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崔欣） 作为
“来影都过周末” 城市品牌打造
的 重 要 内 容 之 一 ， 7月 24日 ，
2022北京怀柔长城音乐节在慕田
峪长城拉开帷幕， 六大板块内容
迎接游客欢度周末。 此后， 青龙
峡、 雁栖湖、 水长城等长城音乐
节专场也将陆续推出。

女子十二乐坊倾情助阵、 怀
柔三大男高音鼎力献声……开幕

式现场设置主舞台区和趣味谐奏
曲 、 欢乐多重奏 、 怀柔礼物市
集、 穿越天籁之音、 长城画卷&
钢琴之舞等互动区。 一边欣赏雄
伟壮观的长城景观， 一边聆听美
妙动人的音乐， 游客在此享受了
一场视觉和听觉上的饕餮盛宴。

“举办长城脚下音乐会，是我
们激发文旅产业活力，打造‘来影
都过周末’城市品牌，探索‘慢生

活+微旅游’ 消费模式的重要举
措。 ”怀柔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 怀柔长城音乐节系列活动将
融合民族音乐、古典音乐、现代音
乐、 电影音乐以及京剧等多元表
现形式，打造出集新媒体技术、沉
浸式体验、 运动互动游戏于一体
的高端音乐节， 充分利用怀柔区
旅游资源， 进一步丰富广大市民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记
者昨天了解到， 已于近日启动的
“秀·石景山” 文旅消费季活动，
将石景山区内众多特色科技、 文
化、 商业、 非遗传承等场所纳入
四大主题、 16条线路之中， 全面
展示石景山区城市更新和文旅消
费提质升级成果， 丰富市民休闲
生活及消费场景。

本次活动设置三大板块， 形
成 “山水漫步君 ” “潮玩探秘

者” “时光奇遇族” “百变文艺
咖” 四大主题16条线路， 工业风
格的冬奥签约酒店、 感知未来的
数字艺术馆、 文化底蕴丰厚的京
西古道模式口等均在其中。

石景山区文旅局副局长黄杰
表示， 近年来， 以服务保障冬奥
为契机， 通过实施城市更新， 石
景山区新型文旅消费形态不断丰
富、 空间快速增长， 串联首钢三
高炉、 香格里拉酒店、 滑雪大跳

台出发区、 高线公园等核心点位
的首钢游、 科幻游等线路已经成
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
成果。 下一步， 石景山区将持续
推动 “山水融城秀京西” 旅游营
销品牌打造， 联合园区内艺术展
馆、 书店、 酒店等优质资源， 利
用三高炉、 服贸会等专业秀场，
开展 “体育+科技 ” “体育+文
化 ” “体育+旅游 ” 等主题活
动， 不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第二届北京市民气排球比赛落幕

怀柔长城音乐节开幕

“秀·石景山”文旅消费季活动启动

东亚杯第二轮比赛中国队出人意料地以0∶0逼平了日本队， 这是赛前多数人都没有想到的结果，
因为第一轮比赛两队的表现 “天差地别”。 在日本队身上拿到一分让这支年轻的中国队卸下了包袱，
这个结果也足以给广大球迷一个交代。

7.0
蒋光太在本场比赛中表现出了一名亚洲顶级中

卫的实力。 他对高球的判断滴水不漏， 当前点的中
卫没有将球处理出去， 他也能保持警醒。

蒋蒋光光太太

7.0
在第一场丢了诡异乌龙球后， 小朱迅速地站了

起来， 作为自由人他发挥得非常出色， 很好领导了
防线。 真正的好球员就该这样。

朱朱辰辰杰杰

6.0
下半时， 日本队右路攻势很猛让吴少聪力不从

心， 出现了两次低级失误。 总体来说， 吴少聪还是
顶住了压力， 毕竟他是见过大场面的球员。

吴吴少少聪聪

5.5
何宇鹏基本上都是在谨小慎微地参与防守， 虽

然略显稚嫩但也并没有犯太大错误。
何何宇宇鹏鹏

5.0
同上一场一样， 中国队的中场完全失势， 作为

防守型中场的黄嘉辉拦挡不住对方的进攻， 没有起
到屏障作用。

黄黄嘉嘉辉辉

5.0
戴伟浚依然出现了很多失误， 有些失误还是在

极为危险的地带。 不过好现象是这位优秀中场敢于
做动作了， 逐渐在恢复信心。

戴戴伟伟浚浚

5.5
温家宝有两脚非常有威胁的冷射， 不过在防守

端成为对方主要突破口， 完败在宫市亮脚下。
温温家家宝宝

5.5
陈国抗基本上变成了 “防守型” 前锋， 制造过

一两次机会， 但也仅此而已。
陈陈国国抗抗

6.0
这位老将虽然没有射门， 也出现过停球停出好

几米的情况， 但还是可以拿到一个及格分， 因为他
身先士卒为球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他是球队的第
一道防线， 他是真正的战士。

谭谭龙龙

6.0
方昊敢于突破和对抗， 是三名前锋里最敢表现

自己的， 这也是中国队年轻球员最缺乏的一种球员
气质。

方方昊昊

6.0
本场比赛中， 温家宝镇守的左路被日本队重点

攻击， 徐浩峰上场后基本让这一侧稳定了下来， 完
成了任务。

徐徐浩浩峰峰

6.0
徐越踢得很顽强， 虽说没有完全把中场的窟窿

补上， 但也算尽职尽责。
徐徐越越

5.5
这位很有天赋的前锋并没有给前场带来活力，

他踢得有些太着急了， 出现了一些失误。
陶陶强强龙龙

刘祝润、 苏士豪出场时间短不做点评。

6.5
中国队此前对日本队已经4连败了， 扬科维奇

率领这支U23国家队能够逼平日本队， 的确值得称
赞。 扬科维奇对球员的信任和鼓励， 也体现了这位
塞尔维亚教练的耐心。

扬扬科科维维奇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