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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琳爆冷击败两届大满贯冠军

中国网球“金花”全面开花

2018年世界杯决赛圈没有了荷
兰队！可在7年前和3年前，“橙衣
军团”还曾是南非世界杯的亚军、巴

西世界杯的第三名。荷兰足球到底

怎么了？当地媒体分析出国家队水

平急速下滑的三大原因。

在10日的世预赛中，尽管赛后
宣布退出国家队的罗本打入两球，

但未能改变荷兰队出局的命运。与

此同时，罗本告别国际大赛，宣布了

一段荷兰足球辉煌期的终结——罗

本、范尼、范佩西、斯内德、范德法

特、库伊特等一大批球星的组合，几

乎就要在他们的巅峰期打破“无冕

之王”的宿命，但他们的时代如今已

彻底落幕。

技战术水准下降
荷兰队沦落“回传队”

“荷兰足球已经丢失了创造性

和胆量。”专栏作家胡戈·博斯特在

赛后失望地写道，“宇宙中已没有第

二支球队像荷兰队那样有那么多的

回传、那么多的扯边。而恰恰相反，

足球应该纯粹而简单，就是向前、直

接、强硬。”

对此，职业球员出身、现担任评

论员的马尔科·范德海德分析说：

“我们最大的弱点就是战术水准。

荷兰国内怎么踢，欧洲其他国家怎

么踢，已经有了极大反差。”

他举例说：“我们在荷兰讲防

守，还是主要盯对方球员，而大部分

其他球队都是采用区域防守的原

则，这就意味着能覆盖更多空间，而

不是哪几个球员，这样防守中的空

当就不容易被对手利用。”

传统理念落后
球员青黄不接

由传奇球星克鲁伊夫发扬光大

的“全攻全守”理念，曾带给“飞翔的

荷 兰 人 ”连 续 闯 入 两 届 世 界 杯

（1974、1978）决赛的辉煌，并深刻影
响了世界足坛。但如今，这套

理念缺乏延续性的创新。

随着越来越多的荷兰教

练到海外执教，荷兰足球的战术，已

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熟知，他们

在对阵荷兰队时会有针对性的部

署。

“我们踢球的方法太根深蒂固

了。10年前成功的理念，也许在今天
已不是那么有效了。”范德海德说。

“而同时，我们对于荷兰以外的

世界足坛正如何进步，现在的足球

怎么踢更有效果，却关注太少。”

此外，荷兰媒体还一致呼吁，荷

兰足球需要一次彻底的改变，抓紧

开始备战2020年欧锦赛。但是，第
三个问题却难以解决。NRC日报
称，“‘橙衣军团’需要重新开始，但

是哪些球员能依靠呢？这还需要几

年时间。在罗本告别国家队生涯

后，球队前景突然黯淡起来。”

范德海德说：“很显然，我们现

阶段没有高质量球员。但你可以弥

补它，比如先做好防守”。累累累1
（据新华社）

“橙衣军团”梦断世界杯
——外媒总结荷兰足球三大败因

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多个大洲
的预选赛当地时间10日结束了常规
阶段的争夺，其中阿根廷、葡萄牙队

凭借末轮的胜利直接晋级俄罗斯世

界杯，而荷兰、智利等传统强队则被

淘汰出局。

在南美区的一场焦点大战中，

只有获胜才能至少确保附加赛资格

的阿根廷队依靠梅西的帽子戏法，

以3∶ 1逆转战胜厄瓜多尔队。由于
智利队0∶ 3惨败给巴西队且哥伦比
亚队与秘鲁队1∶ 1战平，阿根廷队升
至积分榜第三位，与巴西、乌拉圭、哥

伦比亚队携手出线，秘鲁队则将与新

西兰队进行附加赛，而拥有桑切斯的

智利队则排名第六，遗憾告别世界杯。

欧洲区也在当天产生了最后两

支直接晋级的球队，葡萄牙和法国队

分别战胜瑞士和白俄罗斯队，拿到了

世界杯决赛圈门票，需要一场大胜方

能参加附加赛的荷兰队虽然2∶ 0战
胜瑞典队，但仍因净胜球劣势出局。

欧洲区另外7支出线的球队分别是
德国、塞尔维亚、波兰、英格兰、西班

牙、比利时和冰岛。此外，意大利、瑞

士、克罗地亚、丹麦、希腊、爱尔兰、北

爱尔兰和瑞典8支球队将进行附加
赛，争夺另外4个出线名额。

在北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巴拿

马和洪都拉斯队分别战胜了已经提

前晋级的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队，而

此前出线形势最好的美国队却1∶ 2
输给已经出局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队。这样，巴拿马队锁定了本区第三

个晋级名额，洪都拉斯队将与澳大利

亚队进行附加赛，而美国队则无缘

出线。

非洲区预选赛将在11月进行最
后一轮的争夺，此前尼日利亚和埃及

队已经提前一轮出线，加上亚洲区的

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以及东道主俄

罗斯，目前共有23支球队已经确定
参加 2018年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
赛。累累累1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世预赛：23队已出线

北京冬奥组委 11日召开
2017／ 2018赛季实战培训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正式启动实战培

训工作。

据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

部部长闫成介绍，此次实战培训

包括实习计划、专项实习计划、

观察员项目3种形式。实习计
划是这次实战培训的重点任

务。从11月初开始，北京冬奥
组委将分批选派41名业务骨干
到平昌冬奥组委总部、相关竞赛

和非竞赛场馆、国际残奥委会驻

平昌冬奥组委的总部机构，开展

为期1至4个月的顶岗实习，参
与赛时运行保障任务。

此外，北京冬奥组委还将

分别派出竞赛管理、转播服务、

技术保障团队，在平昌冬奥组

委相应的业务领域开展专项工

作实习。同时，协调组织相关

中央单位、北京市和河北省相

关部门、北京冬奥组委重点业

务领域的工作人员，参与国际

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分别组

织实施的官方观察员项目，综

合学习赛时运行及服务保障

情况。

据介绍，此次实战培训结束

后，参加实训的人员需完成个人

学习总结、相关赛时运行计划、

方案等编制工作、各类研究报告

起草工作等。其中，实习计划人

员将召开学习成果结题会，专项

实习计划人员将开展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竞赛组织、转播服务、

技术运行桌面推演活动，观察员

项目将举办学习成果分享会，完

成实训成果转化。累累累1
（据新华社）

融入国际 科学办赛 培养人才

北京冬奥组委大练兵

中国足球协会11日公布了
中国U20（20岁以下）男足选拔
队赴德国集训比赛的名单，上海

上港队共有11人入选，前国脚
孙继海担任教练组组长。

中国足协在通知中表示，为

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亚洲区
预选赛，根据中国足协竞赛计

划，中国U20男足选拔队定于10
月15日至12月10日组织集训，
并于11月10日至12月10日期
间赴德国集训、参加德国第四级

别联赛中的西南地区联赛。

据悉，德国第四级别联赛属

于德国职业联赛序列，包括五个

地区联赛（北区、西区、西南区、

东北区、巴伐利亚区），其中西南

区与巴伐利亚区都是19支队伍
参赛，另外三个区为 18支队
伍。经与德国足协商定，中国

U20男足选拔队将参加西南区
联赛，中国队将与每轮联赛轮空

队伍进行客场比赛，但成绩不计

入联赛积分和排名，德国足协将

单独为中国队设立联赛计分与

排名系统。

对此前有关少数俱乐部不

同意参赛的报道，中国足协此前

回应说，实际情况是16支队伍
同意和中国队进行比赛，而德国

足协会填补空缺，从附近区域找

三个俱乐部来参赛，最后还是要

和19支队伍打比赛。累累累1
（据新华社）

中国U20男足名单公布
备战东京奥运会 孙继海执教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委员会11日
举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第

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将于2019年9月在郑州
市举行，运动会将设17个竞赛
和表演项目，预计规模约 1万
人。

据介绍，这是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第一次在中部省份举办，

运动会设有珍珠球、木球、毽球、

蹴球、花炮、陀螺、板鞋竞速、高

脚竞速、民族式摔跤、少数民族

武术、马术、秋千、射弩、押加、龙

舟、独竹漂、民族健身操等17个
竞赛和表演项目，会期14天，其
中比赛时间9天。主要活动有：
火炬传递、开闭幕式、民族大联

欢、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比赛

等。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筹委

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王梦飞

说，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

会的主会场——郑州奥体中心

项目已于 2016年启动建设，规
划“一场两馆”：即6万座位的体
育场、1.6万座位的体育馆和
3000座位的游泳馆，总建设面积
约 57.7万平方米，2018年底竣
工。

今年7月31日，河南省委、
省政府成立了第十一届全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

作委员会。下一步，筹委会将开

展会徽、主题歌、吉祥物、宣传

画、主题词的征集评选工作，尽

快启动开幕式等招投标工作、赛

事管理运行信息系统开发及运

动会官方网站的建立及宣传工

作。累累累1 （据新华社）

河南将办少数民族运动会
2019年9月在郑州举行

上海旗忠网球中心 11日
迎来了一场“双师会”——斯

诺克大师丁俊晖与网球大师

加斯奎特来到外场与球迷们

亲切交流，两位大师的跨界互

动吸引众多球迷关注。丁俊

晖同时也为将于 11月 13日开
杆的 2017世界斯诺克上海大
师赛造势。

创办于2007年的斯诺克上
海大师赛，已经走过了10个年
头。在 2016年之前，斯诺克上
海大师赛有一个“魔咒”：从来没

有一位选手能两次夺冠。直到

去年，丁俊晖二度捧杯，才使得

这一魔咒作古。目前，丁俊晖状

态正佳，在前不久进行的玉山世

界公开赛中刚刚夺得职业生涯

第13个排名赛冠军。
记者获悉，2017斯诺克上海

大师赛在赛制上有所创新，正赛

选手增加至64名，比赛的总奖
金也将增加到70万英镑。由于
今年的斯诺克大师赛正赛时间

为6天，这意味着前两轮的赛程
会编排得相当密集，不过紧凑激

烈的比赛对球迷而言无疑是幸

福的“烦恼”。

目前，斯诺克大师赛的票务

工作已经启动，今年的赛事票价

依旧保持亲民风格。累累累1
（据新华社）

上海大师赛下月开杆
丁俊晖亮相旗忠“双师会”

孙继海近照（资料图片）

丁俊晖在比赛中（资料图片）

荷兰队首发球员赛前合影

失意的荷兰队球员罗本

中国选手彭帅在比赛中发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