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墨尔本1月24日电 24日
的澳网赛场不属于“黑马”——继美国
小将柯林斯在女单赛场上输给8号种
子科维托娃后，希腊新秀西西帕斯也
不敌西班牙“天王”纳达尔，遗憾止步
男单半决赛。

西班牙人堪称今年赛会上的新
星终结者，19岁的澳洲小将德米纳
尔、21岁的美国“黑马”蒂亚福都未
能闯过他这关。如今，西西帕斯也
在同“天王”的第三次交手中，再领
败绩。

纳达尔仅用时1小时46分钟就
以6∶2、6∶4、6∶0直落三盘赢得比赛。

尽管两人的ACE球数量相等，非受迫
性失误差距不大，但纳达尔的发球得
分率远远高于西西帕斯，网前也技高
一筹，特别是第三盘，西西帕斯连一局
都没能赢下来。赛后，就连主持人都
忍不住同纳达尔开玩笑“你还能打得
更好吗？”

发布会上，西西帕斯情绪相当低
落。“他打得非常主动，底线和发球都
充满攻击性。他和其他选手的打法都
不一样，让你找不到节奏。我几乎连
破发的机会都没有，太郁闷了。”

随着这场胜利，纳达尔也第五次
闯入澳网男单决赛。如果他的老对

手、头号种子焦科维奇明晚能够在同
法国小将普伊的比赛中胜出，两位巨
头就将时隔7年再次聚首罗德·拉沃
尔球场上演男单对决。

除了科维托娃，美网新科冠军大
坂直美也击败7号种子卡·普利斯科
娃，从女单半决赛成功突围。即将到
来的决赛中，不论是大坂直美还是科
维托娃胜出，都将是首次捧得澳网女
单桂冠。

25日，男单赛场将诞生最后一个
决赛席位。张帅也将搭档澳洲老将斯
托瑟，向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大满贯
女双冠军发起冲击。

“黑马”柯林斯（左）和西西帕斯未能“黒”进决赛 新华社发

澳网综合

““黑马黑马””折戟折戟
两巨头有望聚首决赛两巨头有望聚首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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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下午，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备工
作培训班，在郑州市委党校开讲。国家民
委文化宣传司体卫处处长张剑辉担任本
次培训班主讲老师，为本届民族运动会筹
委会、执委会 300 余名相关工作人员现场
授课，进一步增强大家的业务能力，更好地
推进本届民族运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据了解，张剑辉曾参与了多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的筹备和举办工作，有着丰富的
经验。本次培训班授课期间，他从全国民
族运动会的概况、历史沿革、项目设置以
及其中的改革，到筹办全国民族运动会的
心得……图文并茂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突出了常识性、理论性和指导性。尤
其是在同学员分享全国民族运动会筹办

心得时，张剑辉从筹办工作特点、工作的
政治敏锐性、工作建议和筹办过程中重要
时间节点应该注意的问题等方面，通过鲜
活的事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了详细
说明。

通过 3 个小时的培训，参加培训班的
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在学习过程中提
高了政治站位，对全国民族运动会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尤其是对自己目前正在从
事的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筹备工
作，产生了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坦言
一定要把参加培训班学到的内容运用到
日常的工作当中，以主人翁的态度全力以
赴尽职尽责做好本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的
各项筹备工作，为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做出
贡献。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筹备工作培训班在郑开讲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记者从省校足办获悉，
刚刚结束的2018年，我省校园足球发展再上新台阶。截
至2018年年底，河南省新增16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认定新密市、洛阳瀍河回族区为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试点县（区），郑州市金水区教体局、洛阳市涧
西区教育局被批准创建校园足球“满天星”训练营，设立
洛阳市、新乡市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

至此，河南省已经有1739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6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县（区）、3个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2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

“满天星”训练营，为河南校园足球浓墨重彩书写了2018
年河南校园足球辉煌史。目前，河南省的校园足球已经
形成完备的竞赛体系，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拥有各
自的联赛，校园足球的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另外，省足协命名的特色足球训练基地已拥有少林
足球塔沟训练基地、河南建业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登
封少林国际足球学校和洛阳专项足球学校 4个青训基
地，特色足球训练基地常年参与足球训练的青少年运动
员 4000人。河南省足协积极与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校
本部）合作，开设中国足协教练员培训班，大力培养复合
型足球人才。

一组组振奋人心的数据，成为河南足球不断腾飞的
佐证，现在在国内足坛，河南孩子已经成为校园足球、各
级青训优等生的代名词。支撑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
我省多部门、各级机构多年来紧密协作、不断深化足球
改革一项项举措的实施。

我省已有1739所
足球特色学校

校园足球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明日，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第二阶段排位赛 D组（9～14名）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
河南银鸽投资女排将客场挑战四川女排。面对曾经战
胜过的对手，河南女排期待用一场胜利，为本赛季画上
一个圆满的句号。

目前，河南女排以 5胜 4负的战绩暂列D组第二位，
尽管四川女排目前暂列D组倒数第二位，但是该队战绩
仅比河南女排少一个胜场。目前，D组中除了 9战全胜
的八一女排和 9战皆负的河北女排能确定最终的排名
外，其余的河南、浙江、云南、四川四支队伍的最终排名
都将由最后一轮的胜负决定。在此前的比赛中，河南女
排曾在主场以 3∶2战胜过四川女排，那场比赛球队打得
非常艰苦。河南女排若想在明天的比赛中再胜对手，就
必须打出更犀利的进攻，队中两位外援K.罗尔夫岑和贝
尔以及其他本土球员都必须全力发挥。上一轮比赛，河
南女排用一场胜利结束了此前的三连败，再加上又拥有
战胜对手的心理优势，此番客战四川女排，河南女排的
姑娘们在气势上已经胜过一筹。

不过谈及本周六的比赛，河南女排主帅焦帅却很谨
慎：“四川女排的实力并不比我们差，同该队交手我们是
五五开。这是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又是客场作战，难
度不小，我们只有抱着拼对手的心态才有可能得到想要
的结果。”

明日力争客胜四川

河南女排期待
本赛季圆满收官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经过半年激烈鏖战，作为我省
业余联赛最高水平和规模最大的豫冠联赛结束了全面
争夺，明日，这项赛事的表彰会将在郑州举行，届时伴随
着激情四溢的足球嘉年华，豫冠联赛的各项奖项也将全
部评出。

2018豫冠联赛，在前两届豫冠联赛成功举办的基础
之上，覆盖到河南省十八地市，全省参赛队伍 300支、参
赛人数超过 1万人，比赛场次 500多场，整个赛季从 4月
份持续到 10月份，参与人次达 500万余人，并首次采用
升降级赛制，同时特设大型足球嘉年华活动及隆重的颁
奖典礼。借此新亮点，本届赛事覆盖范围更广、参与人
数更多、持续时间更长，赛事的竞技性、观赏性、参与性
也大大提高，同时，赛事期间足球文化氛围、现场参与人
群的体验感及整个赛事的仪式感也大大加强。

坚持“公益性、参与性、普及性”的办赛宗旨，提倡
“重在参与、强身健体”的办赛理念，豫冠联赛经过两年
的努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和广大足球爱好
者的热烈响应，无论从参赛球队质量、比赛精彩程度、赛
制安排及赛事组织等方面，豫冠联赛已成为河南业余足
球第一品牌赛事，在全国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今后，
豫冠联赛将继续秉持为河南省广大足球爱好者搭建参
与享受足球的平台，圆草根足球爱好者的足球梦。

2018豫冠联赛
明日进行表彰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中国排协官网24日消息，中国
将举办国际排联2019年东京奥运会世界男女排资格赛。

本次东京奥运会排球资格赛，男、女各有 24 支球队参
加。24支队分成6组，每组4支球队。女排方面，中国女排被
分到了 B组，同组的还有土耳其、德国和捷克队。中国男排
被分在了 F组，同组的还有加拿大、阿根廷和芬兰队。按照
预选赛赛制，每个小组的第一名将直接晋级奥运会。

中国将作为东道主举办预选赛女排B组和男排F组的比
赛。其中女排比赛将于 8月 2日至 4日进行，男排比赛时间
为8月 9日至11日，比赛地点待定。

中国将举办奥运会
世界男女排资格赛

新华社苏州1月24日电 24日，2019年中国足协超级杯
新闻发布会在苏州工业园区召开。作为一年一度中国最高
级别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赛事，此次赛事将于2月 23日在苏州
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对战双方为 2018赛季中超
联赛冠军上海上港队和足协杯冠军北京中赫国安队。两支
球队2018年度共交手四次，在90分钟内两队各取两胜，这也
让即将开球的超级杯更加值得期待。

这是超级杯第一次走进苏州，是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
育场2019年开年首场赛事，也是2019年度中国足坛的揭幕战。

发布会上，中国足协执委、江苏省体育局副局长刘彤表
示，中国足协超级杯将连续 3年落地苏州奥体中心。希望通
过高水准的足球赛事，促进足球文化交流，提高球队竞技能
力，营造良好的社会足球氛围，推广社会化足球，促进中国足
球的持续成长和蓬勃发展。

中国足协副秘书长戚军表示，超级杯标志着一个赛季的
真正结束和新赛季的开始，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使命。在这样
的背景下，一年一度的超级杯更像是中国足球发展进程的注
脚，希望通过赛事的稳定举办，能够稳固中国足球运动的规
模和质量，鼓励职业球队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增加队际交流，
涌现更多年轻的优秀运动员；同时，形成更加踊跃积极的社
会气氛，让更多的人走近足球、热爱足球、参与足球。

2019年中国足协
超级杯2月苏州打响

新华社华盛顿1月23日电 美职篮（NBA）23日共进行了 10场比赛。
哈登狂砍 61分，帮助火箭队在客场以 114∶110险胜尼克斯队。“绿衫军”
凯尔特人主场123∶103大胜骑士，获得五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五连败。

在火箭与尼克斯的比赛中，哈登展现出无人能挡的霸气，后撤步跳
投、外线三分球得心应手，罚球命中率也高达 88％，展现出一个球星的统
治地位。尼克斯队在上半场略占优势，半场结束时，尼克斯领先 5分。第
三节成为全场比赛的转折点，火箭在哈登的率领下迅速将比分反超。第
三节结束时，火箭队以88∶78领先。末节，尼克斯在最后几十秒时将比分
反超至 108∶107。关键时刻，哈登两罚两中，戈登命中三分，哈登抢断后
再暴扣，火箭队锁定胜局。

本场比赛，哈登还有15个篮板入账，戈登拿下20分。尼克斯方面，特
里尔砍下31分，小哈达威得到21分。

在凯尔特人与骑士队的比赛中，凯尔特人的两员大将欧文和霍福德
均缺阵，但这并不影响凯尔特人赢
球。凯尔特人在首节略处于下风，骑
士以 30∶27 结束首节。次节，
凯尔特人打出了很好的团队篮
球，配合非常流畅，单节净胜对
手18分。凯尔特人以65∶50领
先结束上半场。易边再战，骑
士队的反击始终没有太大成
效，凯尔特人最终轻松获胜。

凯尔特人的罗齐尔拿下全场
最高的26分。骑士队方面，奥斯曼
砍下25分。

另外，步行者 110∶106险胜猛
龙；热火 99∶111 不敌快船；76 人
122∶120 险胜马刺；公牛 101∶121
负于老鹰；篮网 114∶110 战
胜魔术；灰熊 107∶118 不敌
黄蜂；鹈鹕 94∶98憾负活塞；
爵士114∶108力克掘金。

哈登61分助火箭告捷
凯尔特人豪取五连胜

新华社马德里1月23日电 西班牙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23日进行了一场焦点战，巴塞罗那客场0∶2不敌塞维
利亚，晋级前景堪忧。

巴萨本轮赴皮斯胡安球场挑战对手，主帅巴尔贝尔德轮
换多人，并安排梅西轮休。刚刚加盟巴萨的新援博阿滕获得
首发机会但未有建树。塞维利亚则凭借萨拉比亚和本耶德
的进球在两回合的比赛中占得先机。双方将于一周后在诺
坎普展开第二回合较量。

上半时马尔科姆错失为巴萨力拔头筹的机会，他单刀晃
过对方守门员后的射门打在了边网上。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

第 58分钟，塞维利亚打破僵局，萨拉比亚接队友左路横
传，小禁区右角上凌空将球扫入球门左下角。第 76分钟，巴
内加禁区左路斜传，本耶德门前近距离将球捅入网窝。塞维
利亚将2∶0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西班牙国王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巴萨客场落败
晋级前景堪忧

巴塞罗那队球
员皮克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1月23日，中国女足黄队球员乌日古木拉（左）比赛
中争抢。当日，在福建晋江集训的中国女足黄队与福建
省U15男子足球集训队展开教学训练赛。春节后，女足
黄队姑娘们将转战昆明进行第二期集训。 新华社发

哈登在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