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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3亚洲杯第二轮

【体坛快讯】

横梁拒绝韦世豪封神
中国队惜败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足协公布各部门高管

三大名帅
支援男足青训
新华社电 中国足协昨天公布了新周

期秘书处各部门主要负责人、高级主管和
特聘业务顾问、总监等专业岗位任职情
况。值得关注的是，徐根宝、米卢以及法国
足球青训的功勋人物克里斯蒂安·达米亚
昨天下午，中国队又输球了，在 并不是因为前两天刚刚3比0大胜阿曼
诺等名帅，都将参与未来男足青训工作。
U23亚洲杯第二轮的比赛中，0比1不敌 队，而是小伙子们占尽场上优势，让球
在此次公布的人员名单中，最引人瞩
乌兹别克斯坦队。令人意外的是，一个 迷看到了赢球的希望；在落后时大举
目的是，
中国足协特聘徐根宝、米卢为男
已经让所有球迷习惯到麻木的结果这 压上，看到了他们在球场上不放弃顽
足青训顾问。法国足球青训的功勋人物、
一次却显得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原因 强拼搏的精气神。
亨利恩师克里斯蒂安·达米亚诺和足坛名
宿李树斌为男足全国青训总监，肇俊哲、
杨玉敏为男足地区青训总监。“铿锵玫瑰”
横梁拒绝韦世豪封神
的旗帜性人物孙雯担任女足青训部部长
兼女足青训总监，前女青国家队主教练海
“今天这场比赛让我们感到遗憾， 起伏，数次同对手言语摩擦。
斯特琳娜为女足青训顾问。“金哨”谭海将
乌兹别克队仅有一脚射门，进了球。我
可以说在比赛的前93分钟内，韦
担任裁判管理部部长，刘虎担任裁判总
们在下半时表现得非常好，上半时有些 世豪并没有给出足够的亮眼表现，似乎
监。此外，林乐丰、邵佳一担任国家队管理
紧张，传接球较慢。在丢球之后，我们全 他的全场特写镜头就要停留在那次“冲
部训练总监，离退休不到一个聘期的刘殿
线压上进攻。在下半时，我们全力进攻， 撞门将入球无效”上。但在第94分钟，
秋任男足国家队领队。这些足坛名宿和专
压制住了对手，应该扳平比分。但是很 我们视线里的韦世豪惊鸿一瞥，他的那
家的加入，体现了足协全力以赴抓青训的
遗憾，没有能够进球。”主教练马达洛尼 次奔袭彻底转变了他在这场比赛中给
唐诗积极防守 决心，也是足协为达到“专业人做专业事”
赛后说道。
人留下的印象，也改写了中国队整体的
确实，只差几厘米，韦世豪就可以 比赛印象。
史小组出线。对于这样一支血气方 们成长，因此下轮对阵卡塔尔的比 而进行的探索。
补时阶段攻入进球，挽救球队。
当时已到了补时阶段的最后读秒 刚、充满自信的国家队来说，只有确 赛才是对U23国家队的最大考验。
本场比赛，国人期待韦世豪率领中 时刻，韦世豪在边路得球，拿球的位置 保出线、走得更远才是更有利于他
（ 黄启元 ）
国队再传捷报，对手也充分认识到韦世 还没有过中线，他加速进入了长距离
豪是必须加以限制的球员。在韦世豪拿 冲刺带球的状态，镜头中众多的乌兹
球时，乌兹别克斯坦队总是坚决执行着 别克斯坦队球员被他甩在了身后，禁
“迅速有人贴防”以及“后续人员迅速协 区前他发力攻门，皮球划出快速弧线
防”的部署。韦世豪的整体威胁性被较 后击中横梁。
大幅度地限制，比赛中还多次出现他过
很遗憾，韦世豪的惊艳一击没有转
一人、过两人后被断球的情况，在对手 化为扳平比分的入球。门柱，似乎只有
新华社电 江苏省足协昨天在 量达10万场，足球场地保有量达
重点纠缠下韦世豪情绪也出现了一定 用运气欠佳才能解释。
常州召开第七届第二次会员代表 7200块，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超过
梅西阿尔巴庆祝进球
大会，审议通过的《江苏省足球运 20万，并打造2-3个足球特色小镇。
这一次没有逆风崩盘
2017年江苏连续出台了《江苏
动协会2020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计划》）显示，到2020年，江苏经常 省 足 球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
参加足球活动的 （2016-2050年）》《江苏省足球场
除了韦世豪的“绝杀未果”，小伙 处去，劲往一处使，大胆进攻，渴望胜
人 数 要 超 地设施建设规划（2016-2020年）》
子们在比赛中顽强拼搏的精气神是最 利，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想赢怕输，畏
过 500 万 《江苏省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等
让球迷感到欣慰的。
手畏脚。
新华社电 西班牙国王杯北京时间昨
人，力争全 一系列顶层设计，成为中国足球改
在比赛开始后仅仅第14分钟，乌
当然，在比赛
年 竞 赛 总 革发展试点工作地区，足球改革工 天凌晨产生了最后三支晋级八强的球队，
兹别克斯坦队就抓住一次中国队禁区 中，年轻的中国U23
作全面推进。江苏省足协表示， 其中巴塞罗那主场5比0大胜塞尔塔，总比
解围不当取得领先，但是瑕不掩瑜的 国家队还
2018年将推动好、完成好省足协社 分6比1晋级，梅西在本场比赛中打入两球。
是，中国队U23的小伙子们，在踢逆风 是 暴 露
会化改革，进一步完善会员服务体
在巴萨与塞尔塔的首回合比赛中，双
球的情况下，并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展 出 防 守
系，开展好各个业务领域的重点业 方1比1战平。本场比赛，阿尔巴在3分钟内
现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尤其是下半场， 中 存 在
两度助攻梅西破门，巴萨在前15分钟就确
务工作。
比赛的局面完全被中国队所掌控，就 的 隐
《计划》提出构建具有“江苏特 立了2比0的领先。第28分钟，梅西投桃报
连央视评论员都感叹这是一场中国队 患 ，两
色”的竞赛体系，所有设区市具备城 李，阿尔巴将比分扩大至3比0。3分钟后，
的进攻演练，无论是杨立瑜的包抄打 场比赛过后
市联赛，力争全年竞赛总量达10万 苏亚雷斯抓住对方球员回传失误，将半场
门，还是韦世豪的长途奔袭后的劲射， 中国队需要
场；实现足球场地保有量达7200块， 比分定格在4比0。下半场第87分钟，登贝
都险些洞穿对手大门。
的是好好总结，
总面积超过3500万平方米；各级持 莱开出角球，拉基蒂奇头球入网，将最终
虽然遗憾的是，中国队最终还是 正如央视嘉宾宫磊所
证教练数超过4500名，各级持证裁 比分锁定为5比0。
未能在比赛终场哨声响起前扳平比 言，虽然输球了，但中国队
另外两场比赛，塞维利亚主场2比1战
判员数超过2000名；重点发展2500
分，但是从比赛场面看，中国队的年 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
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和100所以上 胜加的斯，两回合4比1晋级。西班牙人客
轻小伙子们还是能让人感受到一种 手中，毕竟下轮对阵卡塔尔
优秀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示范学 场2比0力克莱万特，总比分3比2逆转挺进
积极向上、敢打敢拼的精气神，每一 队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中
校，青少年足球注册人口超20万。 八强。
名球员都能为胜利这个目标心往一 国U23国家队能否创造历
韦世豪仰天长叹

江苏省足协公布2020行动计划

2020年全省足球人口超500万

西班牙国王杯

梅西助巴萨大胜

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过新年啦！ 过年是咱们中国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过
年前的这一段日子，是大家伙儿最忙碌的时候，俗话叫 “忙年 ”，采购年货便是
“忙年 ”中的一大重要事宜 。 去年此时我们重磅推出了年味江苏系列主题活动 ，
在各地市民中取得了热烈反响。团友们纷纷表示，一天的时间就能去外地散散
心，还能顺手置办些优质的年货，两不耽误，这样好的活动应该多多举办。这不，今年《扬州晚报》再次联合
《金陵晚报 》、《常州晚报 》、《京江晚报 》推出 “年味江苏·江苏人游江苏 ”系列活动 。 四大主流媒体带着大家
一起去年货原产地采购年货，顺便还能欣赏各地美景，岂不乐哉？ 快快加入我们吧！

探寻江苏最年味
提前嗨购备年关

斩只盐水鸭
喝碗鸭血粉丝
来块鸭油烧饼
地道老南京就是
这个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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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南京，你的脑海中是不是一下子就会
挑选完盐水鸭，不妨再去极具老南京特色
浮现出夫子庙、老门东、大报恩寺等等这些著名 的老门东转一转。老门东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
的人文古迹？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又素有“鸭 光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陵刻经、南京白局、德
都”的美名，南京人吃鸭子不仅是一种饮食习 云社，雕塑、石碑牌坊、城墙，还有各式各样的地
惯，更是一种传统民俗和文化象征。也正因如此 道小吃……来老门东吃一吃逛一逛，便可透彻
才孕育出了像“樱桃鸭”这样的专门做鸭产品的 感受老南京城的乐趣与魅力。
老字号。行程中我们将带您走进“樱桃鸭”店铺， 除此之外，大报恩寺遗址公园也是去南京不
不仅可以亲身感受纯手工精心制作工艺，还能 能错过的景点之一。2008年，从大报恩寺前身的
直接选购最正宗的南京盐水鸭。此外，我们还特 长干寺地宫里出土了世界唯一一枚“佛顶真骨”、
别为大家申请到了优惠的价格，让您买得开心、 以及“感应舍利”、“诸圣舍利”、“七宝阿育王塔”
买得放心。除了盐水鸭，您还可以再选购一些小 等一大批文物。恰逢新春之际，大报恩寺还发起
包装的鸭四件，新春佳节作为招待亲友的小零 了各项祈福活动。您可以在这里祈福许愿，祈求
食，是再好不过啦。
家人朋友来年喜乐平安。

Focus 焦点

NBA常规赛

骑士屠龙 湖人拔刺

新华社电 NBA常规赛北京时间昨天进行了4场
比赛的争夺，其中骑士在客场99比133惨败猛龙，湖
人在主场93比81力克马刺，赢得三连胜。
在骑士与猛龙的比赛中，首节领先6分的猛龙
在第二节突然爆发，单节净胜对手19分，从而建立
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在第三节，虽然骑士队手感回
暖，但猛龙攻势同样不减，将分差扩大至28分，这也
让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猛龙在取得一场大胜的
同时也送给对手两连败。
本场比赛，尽管骑士队詹姆斯拿下全场最高的
26分，但骑士只有4人得分上双。反观猛龙，共有7人
得分超过两位数，其中范弗利特拿下22分。
面对马刺，湖人在全场大部分时间里均保持
领先，在第二节一度将分差拉大至近20分。虽然马
刺几度迫近甚至反超比分，但在第四节双方战成
75比77之后，湖人连得13分以90比75奠定胜局，
并最终以12分的优势拿下比赛，取得三连胜。
此役湖人队英格拉姆拿下全场最高的26分，鲍
尔打出18分和10个篮板的两双表现，马刺队阿尔德
里奇拿下20分。
另外两场比赛，凯尔特人客场114比103轻取76
人，快船121比115客胜国王。

兰德尔上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