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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圈

本报记者 周 圆

北京时间1月11日，马来西亚羽毛

球公开赛首轮争夺全部结束。参赛的

国羽女双4对组合全部取胜，晋级16

强，迎来新年首战开门红。

头号种子陈清晨/贾一凡在上半

区率先出场，她们2比0轻取荷兰组合

吉利/塞尔宁。

上个赛季开始搭档的张殊贤/郑

雨，经过一个赛季的努力进步明显，

世界排名已经上升至第四位。本次

比赛她们的首轮对手是前世界第一、

日本强档福岛由纪/广田彩花，后者刚

刚夺得日本全国锦标赛女双冠军，状

态出色。

首局开局阶段张殊贤/郑雨对场

地不是很适应，失误较多，一度以5比

11落后。暂停回来后，她们逐渐找到节

奏，追平并反超比分，以21比15率先拿

下第一局。第二局张殊贤/郑雨一度18

比14领先，但没有顶住对手的反扑，以

19比21丢掉这一局。决胜局张殊贤/郑

雨没有再给对手机会，一直保持领先，

以21比16拿下决胜局，以2比1战胜强

敌。赢下这场高水平对决，张殊贤/郑

雨再次用实力证明，她们在世界羽坛

已具备一流竞争力。

5月巴黎奥运积分赛就将打响，为

了能够让更多组合参与到积分赛，让

女双更具整体竞争力，继续探索更多

优化可能性，本站比赛国羽推出了两

对新组合杜玥/夏玉婷和李汶妹/刘玄

炫。

杜玥/夏玉婷搭档的第一场国际

比赛就遭遇4号种子、韩国强档李绍希

/申昇瓒。首局比赛一波三折，中国组

合在开局3比0之后连丢12分，之后积

极调整，找到得分办法，追平并反超比

分，最终以21比19取胜。第二局中国组

合占据优势，并以20比16率先来到赛

点，但韩国组合连续挽救4个赛点后，

将比分追至20平。关键时刻中国组合

顶住压力，连拿2分，以22比20锁定胜

利，2比0力克劲敌。

国际比赛首战就战胜世界强档，

这场胜利无疑给杜玥/夏玉婷增添了

信心。

另一对新组合李汶妹/刘玄炫对

阵中国香港组合吴芷柔/曾晓欣，21比

7、21比11轻松获胜，同样迎来配对首

秀的开门红。“我们是新组合，不管输

赢都要全力以赴。”李汶妹赛后说道。

作为新组合，杜玥/夏玉婷和李汶妹/

刘玄炫仍需要更多比赛去磨合，以赛

代练，找到适合自己的取胜办法。

本报讯 北京时间1月11日，马来西

亚羽毛球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国羽

止住首日颓势，在参加的11场比赛中，除

了两场“内战”之外，只有一场外战失利。

奥运冠军陈雨菲当日首先出场，面对

日本名将奥原希望，陈雨菲牢牢掌握主动

权，21比9、21比17直落两局胜出。另一场

女单争夺在王祉怡和张艺曼之间进行，王

祉怡以21比10、21比16击败队友，携手陈雨

菲和首日获胜的韩悦晋级16强。

国羽男单首轮遭遇重创，继石宇奇、

翁泓阳输球后，李诗沣也遭遇失利，他在

面对3号种子、新加坡名将骆建佑时关键

分把握欠佳，19比21、21比23惜败。另一场

男单比赛，赵俊鹏状态更好，21比17、21比

16力克队友陆光祖，成为国羽男单闯入16

强的独苗。

双打方面，国羽女双首轮发挥出色。

贾一凡/陈清晨晋级之后，11日出场的3对

组合张殊贤/郑雨、杜玥/夏玉婷、李汶妹/

刘玄炫也全部进入16强。

国羽男双当日登场的两对组合也都

获胜，刘雨辰/欧烜屹21比19、24比22险胜

英格兰组合莱恩/文迪，梁伟铿/王昶苦战3

局，16比21、21比11、21比17击败东道主组

合吴世飞/伊祖丁，跻身16强。

首轮争夺结束后，国羽取得了12个16

强席位，其中男单1席、女单3席、女双4席、

男双2席、混双2席。 （周 圆）

本报记者 马艺欧

作为U17男足主教练，杨晨接

下来的目标是带队在今年的U17

亚洲杯上打进四强，从而获得世

少赛资格。从长远来看，他希望弟

子们未来有更广阔的空间，能够继

续为国效力。

杨晨作为国家队球员时，曾在

世界杯、亚洲杯赛场征战，俱乐部

层面，曾在德甲踢球的他至今仍保

持着中国球员在五大联赛的进球

纪录。2008年杨晨结束球员生涯，

次年开始执教。

此前的12年间，杨晨先后在江

苏舜天、贵州人和、北京北控担任

领队兼助理教练，之后是中国足协

国管部训练总监、U22男足领队兼

助理教练。2021年，杨晨通过竞聘

首次独立带队，出任新一届国少

队主教练。在他看来，这是“一项

全新的挑战”。

相比从职业队到国字号、从助

教到主教练，对于杨晨来说更大的

挑战在于此前从未执教过青少年

球员。“很幸运能获得在国少带队

的机会，更幸运的是我有一个非常

棒的教练团队，面对这样的挑战，

他们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助理教

练马荃、吴明坤以及守门员教练杨

君都在退役后积累了丰富的青训

经验，杨晨很快在新岗位获得了新

的收获。

20个月的时间，杨晨见证了王

钰栋、刘铁诚等最早入队的一批球

员的青春期，包括样貌、身体的变

化，以及个人技战术能力的提高。

“有的孩子不光一年一个样，这期集

训跟上一期比又不一样。”他笑着

说，看到孩子们每天都在成长，每天

都有进步，教练工作的那份愉悦感

是“在成年队完全体会不到的”。

从2021年5月组队算起，今年

的玉溪之行是本届国少第11期集

训，安静便利的环境、优质的场地

条件，是杨晨连续第二次在此设营

的原因。上一次他们从这里出征

U17亚洲杯预选赛，这次的目标则

是为决赛圈挺进前四做准备。

作为教练，战绩不佳就得下

课，但作为国少队主教练，杨晨必

须对这些处于“特别重要的年龄

段”孩子的将来负责，更不会不顾

惜弟子们正在发育的身体，用过量

的训练拔苗助长。“比如有的孩子

正在长个儿，他的力量训练就得单

独调整。”他说，教练组除了采取科

技手段进行监测，还会以球员的最

大耐受力为基础进行科学测算，来

界定练习的份量和频度。

与此同时，不论对外接受采访

还是球队内部交流，杨晨都毫不掩

饰自己对挑战的热爱，“我告诉队

员，亚洲杯决赛权是你们自己争来

的，接下来的大考，争的就是世少

赛入场券，为了国家的荣誉，也为

了你们自己。”

由于前两届国少都止步亚洲

杯预赛，本届国少被列为第四档球

队，理论上存在与日本、伊朗、沙特

同组的艰难局面，但无论抽签结果

如何，6月的泰国，在16支参赛队中

打进前四的目标不变。

除了亚洲杯的成绩，杨晨说自

己还有一个责任，就是为国家培养

人才。“这批球员现在十六七岁，

2034年世界杯前，他们就是二十七

八岁。他们是中国未来10年的球

员，我们的国家队需要什么样的人

才？将来如果这些孩子上去能踢出

什么样的比赛？都是我们要考虑关

心的事情。”

本报讯 1月11日，2022赛季

中国足协杯在苏州结束了两场半

决赛的争夺。山东泰山和浙江队

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两队

将在1月15日争夺冠军。

上半区半决赛在山东泰山和上

海申花两支老牌球队之间展开，就

阵容而言山东泰山明显占优，不过

上海申花在与之对阵时经常能有上

佳表现。上海申花本场首发阵容中

有7名U23球员，山东泰山有外援莫

伊塞斯和孙准浩坐镇以及多名国脚

出场，场上僵局直到第76分钟终于

被打破，宋龙的进球助山东泰山1比

0领先。随着莫伊塞斯在第83分钟打

进点球，比分定格在2比0，山东泰山

如愿获胜晋级，不过球队下半场登

场的克雷桑本场吃到红牌。

下半区半决赛更具悬念，浙江

队和上海海港队在2022赛季中超

联赛分列位列第三和第四位，目前

阵容也都比较齐整，奥斯卡回归宣

告上海海港对于冠军的志在必得，

弗兰克火速返回也是浙江队雄心

的展现。双方本场比赛战成0比0后

进入点球大战，浙江队队在点球大

战中以5比3胜出晋级。

（马艺欧）

本报讯 “中国体育彩票”2022年

粤港澳大湾区网球比赛暨尤尼克斯

杯广东省青少年网球锦标赛日前在

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网球中心

开赛。本次比赛为期4天，共分4个年

龄组别、8个团体赛事及10个单项赛

事，来自粤港澳多个地区共20支队伍

196名优秀青少年选手参赛。

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

心主任蔡建祥表示，此次赛事作为全

省最高级别的年度青少年网球赛事，

是青少年网球运动员交流的良好平

台，是推动广东网球后备人才梯队建

设的有效手段。未来将继续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网球体育竞赛

和健身活动，让更多青少年在网球运

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

锤炼意志。

本次比赛由广东省体育局主办，

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广

东省羽毛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及广

东省网球协会承办，尤尼克斯（上海）

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冠名赞助。

（黄心豪 陈俊亮）

本报讯 中国田径协会、上海体育

学院、北京中迹体育管理有限公司三方

共建的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学院签约

仪式日前在上海体育学院举行。

自2016年马拉松学院揭牌成立以

来，充分发挥上海体育学院的办学优

势、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北京中迹体育

管理有限公司结合行业运营和管理经

验，学院不断实践探索并完善师资建

设、教材建设、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等工

作，逐渐发展成中国田径协会行业人才

培养抓手和国内路跑从业人员重要的

培训基地。

截至2022年底，马拉松学院共开展

48期培训，完成培训6000余人次，开发

设计了竞赛组织管理、比赛监督、赛事

丈量、跑步指导等11大培训类型，满足

了不同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的需求，有力

促进了中国路跑行业稳定、健康、科学、

有序发展。

未来中国田径协会马拉松学院将

加快完善马拉松相关职业岗位技能培

训体系建设，进一步规范国内马拉松行

业发展，全力做好学院运营和发展工

作。

（李东烨）

本报讯 1月11日结束的德班世乒

赛亚洲区预赛男单排位赛中，中国选手

马龙4比2战胜日本选手户上隼辅。

在前一天的小组赛次轮比赛中，马

龙苦战7局负于日本选手吉村真晴，进

入17至32名排位赛。户上隼辅在小组赛

次轮中2比4不敌中国台北选手陈建安。

此次比赛中，马龙以3个11比6获得大比

分3比0的领先，积极调整后户上隼辅以

11比3、11比6连扳两局，不过马龙没有

再给对手机会，11比9锁定胜利。

赛后马龙表示，这次比赛出现波折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自己，“最近整

体训练并不是很系统，在场上感觉球很

生，无谓失误很多，给对手留了很多机

会。”马龙进一步分析道：“无论是昨天

还是今天的比赛，哪怕拿到3比0的领

先，依然不是那么心定。有时候在比分

上被动落后了，感觉气也不是很足，很

快就输掉了比赛。这次比赛主要在这一

点上差一些。另外在技战术上，今天在

相持球上比昨天要好一点。这次比赛总

体密度不是很大，体能上还好，更重要

的是在场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显得

有点不耐烦，耐心上有时候会差一些。”

此前樊振东、王楚钦、梁靖崑、向鹏

在男单小组赛次轮中均战胜各自对手，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拿到了德班世乒赛

男单名额。

（李雪颖）

本报讯 1月11日，WTA巡回赛

阿德莱德第二站单打第二轮继续进

行。中国球员郑钦文在与科维托娃

的比赛中首盘过后因伤退赛，无缘晋

级。

郑钦文在本站比赛资格赛和首

轮比赛都是经历3盘大战逆转获胜，

第二轮对手是两届大满贯冠军科维

托娃，后者近期状态相当不错，联合

杯和本站比赛已经连胜3场且未丢一

盘。不过科维托娃本场比赛一上来

就感受到郑钦文带来的压力，自己的

第一个发球局就不得不4次面对破发

点，经验丰富的捷克人一一化解并顺

利保发。

郑钦文在第七局再次觅得破发

机会，这一次她如愿兑现，随后又拿

下自己的发球局，以5比3领先。科维

托娃随后保发，郑钦文以5比4进入自

己的发球胜盘局，但科维托娃顶住了

这一局。比分来到5比5，比赛随后变

得愈发具有戏剧性，郑钦文在第11局

实现回破后，再次获得发球胜盘局的

良机，但科维托娃又将比分扳成6比

6。进入抢七后，郑钦文一度6比3领

先，手握3个盘点，但科维托娃随后连

得5分拿下首盘胜利。

结束这盘比赛后，郑钦文因伤退

赛。赛后了解，她受伤的部位是左大

腿。目前距离澳网正赛打响还有不

到一周，郑钦文将专心备战新赛季首

个大满贯。 （马艺欧）

山东浙江会师足协杯决赛

杨晨期待国少队打进亚洲杯四强

国羽4对女双挺进16强

新组合胜强敌经受考验

本报记者 马艺欧

中国足球（北方）训练基地日

前落户大连，让这座“足球城”再次

成为中国足球的焦点，大连也将为

中国足球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刚刚过去的2022赛季，大连承

担起中超、中甲、女甲、中乙、中冠、

足协杯及青少年锦标赛等多项国

家级足球赛事。中超联赛恢复主

客场赛制后，大连赛区率先实现

“联赛回归城市”“球迷回归赛场”，

点燃了城市激情，为中超联赛起到

了表率和引领作用，展示了“足球

城”的魅力与价值。

中国足球（北方）训练基地由

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和大连市青少

年足球训练基地组成，共有近50块

训练比赛场地，并配备住宿、餐饮、

健身、康复、教学、会议等配套设

施，可同时满足近1500人开展全年

度、全季节、白昼夜间驻训比赛需

求。

2017年大连市启动大连市青

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建设，2019年大

连市又启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建

设，并于当年完工并投入使用。近

年来，两所基地接连承办了中国足

协各级赛事以及各类训练营、培训

班、会议等，还承担了多支国字号

球队、中国足球协会与大连市人民

政府共建青少年男女足国家队以

及中超、中甲等球队的驻训保障任

务。

中国足球协会与大连市人民

政府同日签署了全国足球发展重

点城市青少年高水平后备人才基

地（大连）共建协议。青少年高水

平后备人才基地是在全国足球发

展重点城市基础上，通过全国男女

足4+1布局，完善区级广泛选材、

市级综合提升、大区重点培养的国

家足球精英人才成长体系，为国家

培养高水平足球人才。

根据协议，中国足球协会与大

连市人民政府将携手共建男子

U10-U15六级精英梯队，并适时

发展女足精英梯队建设，以此完善

足球重点城市精英人才体系，为国

家培养足球精英后备人才。这将

加快促进大连足球青训水平提升，

带动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不断涌

现，为中国足球未来发展提供人才

支撑。

大连将为中国足球贡献更多力量

世乒赛亚洲区预赛马龙取胜日本选手 阿德莱德赛郑钦文因伤退赛

三方共建中国田协马拉松学院
粤港澳大湾区网球比赛挥拍

李汶妹/刘玄炫（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张纹综摄）

马来西亚公开赛首轮结束

国羽状态回暖多人晋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