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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6月18日电（记者 郑
道锦）葡萄牙队 18日在 2017年联合会杯
的首次亮相便遭终场惊魂，C 罗的一次
一挑三的神助攻最终只换来一场对墨西
哥的 2∶2 平局；而南美冠军智利队则在
浪费很多良机的情况下凭借比达尔和巴
尔加斯的两个进球以 2∶0击败非洲冠军
喀麦隆队。首次在国际足联高水平大赛
中使用的录像助理裁判也大显身手：他们
通过即时观看录像回放帮助裁判吹出两
记无效进球，并改判智利队的第二个进球
有效。

欧洲冠军葡萄牙队与北中美及加勒
比地区金杯赛冠军墨西哥队联手为喀山
体育场的 34372 名观众上演了一场高质
量的比赛，葡萄牙队两次领先却难取一场
胜利。C罗在上半场中段曾用一次大力
射门击中门柱，此后纳尼的补射虽然入
网，但阿根廷主裁判皮塔纳根据录像助理
裁判观看回放的提醒后，果断判罚这球因
纳尼越位而无效，这也是国际足联在这么
高级别大赛的历史上裁判第一次使用录
像回放做出的进球无效判罚。

在墨西哥队占据明显控球优势的情
况下，C罗站了出来，第 34分钟时他利用
个人威慑力送出一记“一挑三”的神助攻，
当时他在左路突进杀入对方禁区，墨西哥
三名后卫也许是忌惮C罗的威名和技术，
竟完全被其连续的盘带和护球所吸引过
来，而完全忽视了右路插上的夸雷斯马，
结果被 C罗用一脚横传帮助夸雷斯马形
成单刀局面，后者冷静扣过出击的门将打
空门得手，为葡萄牙队打开局面。

占据控球优势的墨西哥队此后大举
进攻，贝拉在右路的突破十分犀利，第 42
分钟，他利用葡萄牙后卫格雷罗的一次
解围失误将漏过的球直接传向中路，埃
尔南德斯用一记漂亮的头球将比分扳为
1∶1。下半场双方的较量依然十分激烈，
各制造了好几次得分良机，葡萄牙队在第
86分钟时由右后卫塞德里克在禁区内小
角度大力抽射近角得手，看起来已经胜利
在握，然而顽强的墨西哥队却在伤停补时
阶段打入一球扳平比分，后卫莫雷诺接
乔·多斯桑托斯角球甩头球攻远角得手，

令现场的墨西哥球迷激动万分。赛
后C罗被评为本场最佳球员。

葡萄牙主帅桑托斯赛后表示，这
场比赛的结果很合理，墨西哥队踢得
十分出色，他觉得一场平局是比较公
平的结果。不过桑托斯对于裁判的
改判甚是愤怒。他说：“如果规则对
于足球比赛有利，那很好。但现在没

有人能够很好地操作这些（VAR 技术）……
这让人非常困惑。”

墨西哥队门将奥乔亚认为 VAR 运转确
实有些滞后，但不犯错。他说：“比赛因此发
生的中断以及大家对此的怀疑，都很正常。
但随着时间一切都会改进，变得越来越好。
这有利于足球比赛的公平。”

智利与喀麦隆队的比赛同样令莫斯科斯

巴达体育场的 3万多名球迷看得尽兴，明
显占据了场上优势的南美冠军却在射门
上挥霍无数机会，在巴尔加斯多次浪费机
会和一个单刀球进球被录像回放否定的
情况下，终于由全场表现突出的比达尔在
第 81分钟时接左路传中打破僵局。而替
补出场的智利头号球星桑切斯则在伤停
补时阶段大展神威，他在右路接比达尔长
传形成单刀球的情况下冷静而又漂亮地
连续晃过对方门将翁多阿和后卫，尽管他
的左脚打空门被对方球员拼命挡出，但巴
尔加斯的补射却令“非洲雄狮”无可奈何。

巴尔加斯的这个进球在第一时间被
裁判判罚越位在先而无效，但此时录像助
理裁判却根据回放认为此球有效，主裁判
迅速改判，最终智利队以 2∶0击败对手，
目前暂时登上 B组榜首。比达尔在赛后
被评为本场最佳。

智利队虽然最后战胜了喀麦隆队，但
以比达尔为首的智利球员对于VAR牢骚
颇多。上半时结束下场时，他们对着球场
的大屏幕指指点点表示抗议。

葡萄牙主帅桑托斯认为VAR表现不
尽如人意，尤其对纳尼进球被改判无效表
示不满。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白瀛）记者从中国广播艺
术团获悉，相声表演艺术家唐杰忠于 18日 21时 29分在北京
去世，享年84岁。唐杰忠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相声表演艺
术家，曾和马季、郝爱民、姜昆搭档，代表作品有《友谊颂》《父
与子》《虎口遐想》等。

唐杰忠 1932年 9月生，山东省黄县（今龙口市）人，少年
就读沈阳时即学说相声。1949 年参军做部队文工团团员。
1964年调入中国广播艺术团，1974年开始与马季搭档，合作
演出了《友谊颂》《新〈桃花源记〉》《海燕》《高原彩虹》等相声，
蜚声全国。后与郝爱民搭档，推出了《彬彬有礼》《父与子》《英
雄启事》等作品。1985 年开始与姜昆合作，表演了《虎口遐
想》《电梯奇遇》《学唱歌》《着急》《重大新闻》等作品。

中国广播艺术团团长冯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唐
杰忠创作了很多反映新中国建设改革和普通人喜怒哀乐、酸
甜苦辣的作品；他继承了传统相声，又不断创新发展，形成了
自己儒雅、清新的风格，为群众所喜爱。

中国广播艺术团党委书记江平说，唐杰忠的捧哏朴实憨
厚，儒雅自然，并且能够根据不同合作伙伴的特点及时调整表
演风格，能够与每一位逗哏演员配合得严丝合缝。

相声艺术家唐杰忠去世

本报讯（记者 秦华）记者昨日获悉，由河南省美术馆和莞
城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清泉长流——沙清泉百年诞辰纪念
展”，近日在莞城美术馆开幕。该展览是 2016年度全国美术
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中的优秀展览项目，东莞莞城站是此次巡
展的第一站，之后还将在武汉等地展出。

沙清泉（1916—1998），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镇江。他
是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后被任命为陕区
木刻分会指导员兼筹备人。1938年至 1943年间，沙清泉在
河南、陕西等地多次举办“抗日救亡木刻漫画展览”，并创作了
大量宣传抗战救亡的木刻作品，他的代表作《天灾？人祸！》
《逃亡》《保卫祖国的巨人》等，曾参加世界反法西斯巡回展，先
后在美、苏、英、印等国展出。沙清泉还曾主编《拓荒》画刊、
《前锋报》副刊、《黑白画报》，作品入选《抗战八年木刻选集》。

新中国成立后，沙清泉来到河南工作，定居于此，沙先生
以其精湛的艺术和昂扬向上的品格，为后继者树立了很好的
学习典范，为河南版画事业的持续精进注入了一泓清泉。

河南省美术馆馆长化建国表示，此次与莞城美术馆的交
流，延伸和扩大了两馆馆藏的影响力，使我省老一辈版画家的
艺术成就在更宽范围得到了传承与推广，也让优秀美术作品
走进了更多公众的视野，促进了两地美术事业的共同繁荣与
发展。期盼此次展览能如涓涓清泉一般滋润莞城观众的心
田，带他们从中感受到生命的韧劲与岁月的铿锵。

据悉，“清泉长流——沙清泉百年诞辰纪念展”在莞城美
术馆的展出将持续至7月 16日。

“清泉长流”巡展至莞城

本报讯（记者 秦华）青春校园电影《闪光少女》将于 7月
28日登陆全国各大影院，在昨日的上海电影节红毯环节中，
金马奖编剧鲍鲸鲸、导演王冉携主演徐璐、彭昱畅等现身红
毯，尽显青春姿态。两位主演更是凭借《闪光少女》入围亚洲
新人奖最佳演员。

电影《闪光少女》由金马奖编剧鲍鲸鲸执笔、王冉导演，讲
述了“神经”少女陈惊，与男闺蜜、小伙伴组成 2.5次元乐队，
大战西洋乐的励志青春故事。

据了解，主演彭昱畅、徐璐已分别凭借在电影《闪光少女》
中的出色表现入围第 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
男、女演员，两位首次“触电”电影的青年演员，此次将与国内
外一众老戏骨同台竞争，可见业界对他们演技的充分肯定，令
人期待他们在电影中的同台“飙戏”。在这个夏季，这部鲍鲸
鲸最满意的作品有望掀起暑期档青春热潮。

《闪光少女》亮相上海电影节

66月月1919日日，，20172017年金砖国家运动会武年金砖国家运动会武
术项目在广州举行术项目在广州举行。。在男子南拳南刀南棍在男子南拳南刀南棍
全能比赛中全能比赛中，，中国选手周新建中国选手周新建、、俄罗斯选手俄罗斯选手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季乌诺夫季乌诺夫、、印度选手萨扬印度选手萨扬··拉玛拉玛
分获冠亚季军分获冠亚季军。。图为俄罗斯选手德米特图为俄罗斯选手德米特
里里··季乌诺夫在南拳比赛中季乌诺夫在南拳比赛中。。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由世界中学生体育联合会举办的2017年世界中学生足
球锦标赛5月下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河南省实验中学
足球队代表中国参赛，这是河南校园足球历史上第一次——
校队踢出国门，最自豪的当属带队的窦志刚。

2003年，窦志刚来到河南省实验中学，恰逢河南省实验
中学组建男子足球队。窦志刚接手以后首先定下目标：“三
年内拿到郑州市冠军，五年内拿到河南省冠军，六年内进入
全国前八名！”

窦志刚放出的豪言，成为他和队员们发奋努力的最强动
力。在河南省实验中学的足球场上，窦志刚带着他的足球队
坚持一周六次训练，风雨无阻；每到过年坚持训练，只休息三
天是固定模式；每次参加全国比赛，从讲解技战术要求，到给
队员打绷带，从陪生病的队员打点滴，到晚上为保证营养为
学生煎两个鸡蛋，事无巨细自己来……

努力付出迎来收获的喜悦。河南省实验中学足球队
2004年获得郑州市冠军，此后连续获得郑州市冠军十多次;
2008年~2012年五次获得河南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中学生
足球锦标赛冠军；2014年河南省运动会首次设立中学生足球
比赛，获得高、初中双冠；2009年首次获得全国中学生足球锦
标赛第五名，2010~2013年连续三次进入全国中学生足球比
赛前六名，2014~2016年期间五次进入全国四强，两次季军，
三次第四名，受到教育部和全国同行的一致好评。

今年 2月，窦志刚带队参加 2017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
杯比赛，一举拿下高、初中“双冠王”，10名队员入选第二届
中国中学生国家队，包揽了“最佳球员”“最佳射手”“最佳守
门员”，窦志刚本人则获得“最佳教练”，创造了河南历史，被
业界称为“河南现象”并被媒体广泛报道。

“正如‘许三多’说得那样，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有意
义’的事情。”窦志刚说，自 1997年参加工作，自己一直在最
普通的体育教学队伍里“踢正步”。

“当你只剩下一个人判断所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的时候，
只有无条件地把心沉下去，才能感到‘草根’的不屈和力量。”
窦志刚告诉记者，不知道多少次，队员们跟着我在黎明之前的
黑暗里挥汗如雨，我们不问值不值得。不知道多少次，与实力
远远超过我们的强队PK获胜时，我们不问值不值得。因为我
们热爱足球，我和我的队伍无怨无悔并幸福地奋斗着。

如今，从二本到一本，到“211、985”，全国重点大学里都
有河南省实验中学足球少年的面孔。十几年来，窦志刚共为
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等重点大学输送了近百名优秀的足球特长生。

“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就是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那时感觉所有的辛苦都获得了回报。”窦志刚说，选择了校园
足球教师职业，就是选择了为梦想奔跑的历程，快乐和幸福
从不离开。

窦志刚：让校园足球踢出国门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北 京 时 间 6 月 19
日，中超联赛第 13 轮结束的同时，中超夏季
转会窗口也正式开启，从 2017 年 6 月 19 日~7
月 14 日，随着足协引援调节费政策的实行，
以及下赛季进一步加强的 U23 新政，中超中
甲俱乐部在更换外援、引进内援上，都会变得
更加谨慎。

由于建业队的国内球员名额已经用满，
因此这次夏季转会中内援已经无法转入。外
援方面，建业队将会略有变化，由于租借到阿
联酋的外援奥斯曼已经回归，这样建业队中
已经有戈麦斯、多奇卡尔、哈维尔、萨利赫、巴
索戈以及奥斯曼六位外援，目前在中超注册
的外援表现不俗，其中哈维尔、多奇卡尔在与
延边的比赛中表现出色，留队的可能性很大，
加上肯定留队的巴索戈和戈麦斯，因此只有
在剩下的萨利赫和奥斯曼两人中做出选择，
谁将离开将是新任主帅亚森必须抓紧考虑的
现实问题。

夏转窗口开启
建业动静不大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主场 3∶1掀翻延边富
德，建业队取得一场久违的胜利，打破今年联赛主
场一场未胜的尴尬。由于建业队在本轮的精彩表
现，由新浪体育频道等多家专业体育评出的中超
第13轮最佳评选中，建业主帅亚森以及戈麦斯和
多奇卡尔均入围，这也是今年建业队首次三人同
时入围最佳。

建业主帅亚森迎来一场不错的开门红，世界
级教练卡佩罗与苏宁没有实现的“换帅如换刀”，
亚森与建业做到了！虽然亚森刚刚入队 3天，虽
然建业面对着包括巴索戈在内多位主将缺阵的难
题，亚森仍是率领球队3∶1战胜延边队，取得赛季
主场首胜。亚森对于中超的熟悉度确实是他执教
的优势，令人欣慰的是，亚森率建业打出的精气神
儿同他成为永昌功勋教练时的情况十分相似。

能够迎来主场首胜，中场核心多奇卡尔表现
突出，本轮建业在换帅后表现出了令人欣喜的积
极面貌，多奇卡尔成为出色的场上指挥官，他送出
3次威胁传球，直接策动两个入球，防守中他做出
4次解围。除此之外，后场指挥官戈麦斯更是防
守稳固的保障。本轮对阵延边的抢分关键战中，
戈麦斯 7次解围、4次犯规充分体现了防守效果。
除了“手榴弹”界外球，他也能通过传球与位置前
提推动进攻，建业队能够如愿获胜，由戈麦斯领衔
的后防线功不可没。

本轮最佳评选
建业多人上榜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 7天激烈比拼，第十三届全运会
网球团体赛18日在天津市收拍落幕。最终，江苏男队蝉联男
子团体冠军，天津女队也成功卫冕女子团体冠军。河南男女
队双双止步16强，无缘前八。

本届全运会网球团体赛共有 27 支女队和 25 支男队参
赛，第一阶段比赛，河南男队不敌上海，战胜山西，以小组第二
的身份跻身男团16强；河南女队则不敌安徽，战胜澳门，同样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跻身女团16强。

第二阶段比赛，河南男队遭遇由张择领衔的A组第一江
苏队，最终由于实力上的差距，河南男队以 0∶2不敌对手，止
步男团 16强；河南女队则遭遇了B组第一的北京队，拥有高
馨妤和杨钊煊两位实力战将的北京队同样实力强劲，河南女
队也以0∶2败下阵来，止步女团16强。

江苏男队与浙江男队会师男团决赛，最终由张择领衔的
前者以2∶1逆转取胜，实现了全运会网球男团的四连冠；天津
女队与浙江女队在女团决赛中狭路相逢，最终由张帅、彭帅领
衔的前者以2∶0轻松获胜，实现了全运会网球女团的四连冠，
浙江女队获得银牌。

全运会网球团体赛收拍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下午，2017全国女子足协杯
赛半决赛在山东潍坊进行，河南徽商女足与长春队狭路相逢，
最终以 1∶3失利，不过这也是河南女足近年来在足协杯上取
得的最佳战绩。

本场比赛，主教练门文峰派出全部主力阵容志在一搏，可
惜上半场发挥得不够理想，队员明显有点紧张，先后两次被长
春队洞穿大门，以 0∶2落后。下半场，徽商女足奋力反击，但
两队各进一球，最终河南徽商女足以 1∶3遗憾落败。21日，
河南徽商女足将与大连权健队争夺本次比赛的第三名。

主教练门文峰对全队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场比赛队
员有些紧张，打到半决赛确实也已经很不错了。这次比赛对
我们来讲相当困难，一来因为伤病等原因，我们只来了 16名
队员；二来足协杯允许外援上场，我们是全华班，实力上也受
一定的影响。”

女子足协杯河南止步半决赛

联合会杯：
录像助理裁判成为主角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