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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北京时间昨天下午，亚冠联
赛 1/4决赛对阵抽签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揭晓。东亚区
方面，两支中超球队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将捉对厮杀上
演残酷的“中超德比”，两支日本球队川崎前锋和浦和红
钻也将血拼争夺一个出线名额。西亚赛区，沙特两支球
队避免了相互碰撞，阿联酋的阿尔艾因将对阵沙特希拉
尔队，而伊朗波斯波利斯的对手是沙特阿赫利。

或许对于中超联赛这个整体而言，被外界寄予厚望
的上港与恒大两强提前在亚冠淘汰赛阶段相遇的结
果多少有些令人遗憾，但其实就这两支都把夺冠作为
各自目标的俱乐部来讲，碰面的早与晚其实并没有
那么大的差别。毕竟想要在本赛季结束之后登顶
亚洲之巅，就必须有足够的实力与胆气战胜任何
一支有可能遭遇的对手，而对于上港和恒大来说，
双方也正可谓是检验彼此成色的最佳试金石。恒
大在面对上港时其实还是具备不小的心理优势
的，因为过去 9次中超联赛交手曾取得了5胜 4平

的不败战绩，就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首次碰面中，斯
科拉里的球队还曾在主场3比 2先声夺人。

此前在小组赛中，上港曾和浦和红钻有两次交
手，上港主场 3∶2获胜，客场奥斯卡罚丢两粒点球，上港
0∶1负于浦和。而川崎前锋和恒大也在小组赛交手两
次，恒大主场1∶1战平对手，客场双方战成0∶0。

根据抽签原则，东西亚区半决赛没有回避原则，继
上港和苏宁上演“中超德比”之后，再次出现恒大和上港
之间的“中超德比”。亚冠联赛1/4决赛首回合将于8月

21日至 23日进行，次回合则在 9月 11日至 13日开打；
半决赛首回合比赛则会在 9月 26日、27日展开争夺，次
回合则是在 10月 17日、18日进行；最后决赛两回合比
赛安排在 11月 18日和 11月 25日进行。最终在亚冠联
赛夺冠的球队将于 12月份在阿联酋，与包括皇家马德
里队在内的各大洲俱乐部洲际冠军球队进行FIFA世俱
杯的比赛。

2017年世界乒乓球单项锦标赛 5日在这
里闭幕，与过去20年的历届比赛一样的是，中
国队依旧强大，赢得了 5 个项目中的 4 项冠
军，其中三个项目的决赛在中国选手之间进
行。本次比赛也表现出与往届不同的地方，
那就是乒乓球已经作为中国的软实力，发挥
了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

中国球迷数量出现井喷
本届世乒赛对于63岁的意大利记者博扎

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现场众多的中国球迷，
他有时甚至感觉是在中国比赛。博扎在欧洲
体育大报《米兰体育报》干了 27年，他采访了
1989年以来所有的世乒赛和其他大型乒乓球
国际大赛，还去中国采访了自 1996年以来所
有的全国锦标赛和全运会乒乓球比赛。他认
为乒乓球现在从赛场内到赛场外，更加代表
中国。

博扎说：“1989年世乒赛在德国举行时，
现场只有少数几个中国球迷。这些年来，我
们先是看到中国人到全世界旅游，然后看到
他们在各个国家购物，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乒乓球比赛，对于这项运
动的确是个好事情。”

小熊是上海一所知名大学会计专业的大
四学生，也是一名铁杆的乒乓球球迷。她不

顾毕业找工作，自费来到德国观看中国队的
比赛，与10名球迷租住在一套三居室里，每天
都去赛场看球，与她同屋的还有一名来自香
港的女球迷，同样是大学生。

小熊说，作为中国队的“团粉”，她们不算
是最疯狂的，张继科的球迷更多，为了在看台
上挂上写有中国和张继科名字的巨大红旗，她
们包了一面看台所有的座位，每天的费用据称
高达四五万人民币，都是通过球迷会众筹的。

国际乒联主席维克特也注意到了中国球
迷数量井喷这一新现象，他认为这次众多的
中国球迷来到德国世乒赛，给世乒赛增添了
新的文化氛围，对于乒乓球运动来说，也是非
常“积极的事情”。维克特还认为，中国球迷
的到来，也使以前中国选手之间进行的比赛，
变得不再“乏味”。

中国品牌与中国文化的秀场
本届世乒赛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

赞助平台，至少五家企业成为主要赞助商，其
中包括华为和红双喜等知名品牌。可以预
见，利用乒乓球打造世界名牌，对于中国企业
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大，因为中国代表乒乓球
的最高水平，乒乓球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

参加本届世乒赛的 600 多名运动员中，
中国运动员和以前来自中国的“海外兵团”超

过50人，他们代表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
在是北京大学副教授的前世乒赛冠军刘伟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些在国外
效力的运动员和教练本身就是文化使者，输
出着中国的乒乓球理念和中国文化。”

这次比赛的组织者现场安排了两名分别
说中英文的主持人，连英文主持人也不断用

“谢谢”“你好”“中国人加油”等中文词汇调动
现场气氛。中文成为乒乓球的赛场语言，这
在其他任何在国外举行的大型国际比赛中，
都是很难看到的。

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因此非常感
慨：“本届世乒赛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作为乒乓
球大国的乒乓文化。我们最主要的对手日本
队中，有三分之一的教练和队员，要么是中国
人，要么会说中国话。在乒乓球领域，你不会
说中国话，都有点不好意思。”

以“文化自信”做大做强乒球市场
很多人总以“小项目和小球”来形容乒乓

球，对于中国乒乓球雄霸世界显得极为不自
信，似乎是冠军拿得越多，负疚感越重。实际
上，乒坛人士并不这么看，国际乒联主席维克
特就说：“中国的乒乓球水平高不是罪过。”德
国明星波尔和白俄罗斯名将萨姆索诺夫也都
告诉记者：“我们不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与

中国人无关。”
如何发挥乒乓球作为中国软实力的作

用，本次世乒赛给出了很好的答案。
首先，不管规则如何变化，中国队必须保

持强大的实力。丁宁和朱雨玲之间的女单决
赛、马龙和樊振东之间的男单决赛，容纳大约
8000名观众的现场全部爆满，观众最终需要
的还是最高水平的较量。“实力是最大的影响
力”，和足球、网球等职业比赛一样，高水平的
比赛是前提，球员来自哪里，其实并不重要。

其次，做大做强中国的乒乓球市场，让
“国球”成为大众消费项目，观看乒乓球比赛
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并不缺乏乒乓
球的消费者，缺的还是精品赛事。这方面，美
国的篮球、棒球、橄榄球和英国的斯诺克等运
动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再次，继续向全世界敞开大门，帮助其他
国家和地区提高水平。2014年，中国乒乓球
学院欧洲分院在卢森堡成立，走出了非常积极
的一步。国际乒联主席维克特在本次世乒赛
期间，多次对中国教练在世界各地的贡献提出
赞扬。他也为乒乓球未来的发展指出道路，那
就是与中国开展合作，把“乒乓高手都来自中
国”的状况扭转为“乒乓高手由中国培养”，
做大乒乓球这块蛋糕，向足球和网球等运动
靠拢。 新华社德国杜塞尔多夫6月6日电

本报讯（记者 陈凯）载歌载舞秀
出风采，健身秧歌舞出健康。经过两
天激烈角逐，“体彩杯”郑州市第十届
老年人运动会健身秧歌交流活动，日
前在郑州市第 75中学落下帷幕。来
自全市的220名老年朋友通过健身秧
歌的展示，秀出了风采，舞出了健康。

本次交流活动由郑州市体育局、
郑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金水区
教育体育局、金水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承办，活动分为规定套路和自编套路

两种展示方式。参与展示的 220 名
老年朋友来自我市县（市）区 11支代
表队，交流活动中，他们个个精神抖
擞，身着艳丽多彩的服装，手舞五颜
六色的彩扇，伴随着极具节奏感的乐
曲扭动出秧歌的激情与欢乐，充分展
示出我市老年朋友们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最终，二七区一队等 6支队
伍获得了规定套路的优胜奖；高新区
队等 6 支队伍获得了自编套路的优
胜奖。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两
天激烈角逐，2017“巴迪瑞杯”河
南第三届网球球王争霸赛（第二
站），日前在中原网球训练基地管
理中心落下帷幕。最终，各项目
名次各有归属。

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的前身
是河南省网球球王争霸赛，一个

“省”字之差，标志着赛事已经由
原来面向河南省省内业余网球爱

好者的省级赛事，升级为面向全
国业余网球爱好者的全国性赛
事。河南第三届网球球王争霸
赛，由河南省网球协会、中原网球
训练基地管理中心主办。本届赛
事设有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
混合双打 5个项目，参赛选手按
照不同年龄段分成 10 个组别。
第二站比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346名民间网球高手参赛。

作为中原网球中心倾力打造
的河南业余网球品牌赛事，河南
第三届网球球王争霸赛，延续了
前两届河南省网球球王争霸赛的
分站赛赛制以及积分规则，每站
比赛积分将作为下一站或总决赛
报名、分组和种子设立的依据，三
站分站赛结束后，各项目组别积
分排名前14位的选手或组合，将
拿到参加今年总决赛的门票。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半个多
月的激烈角逐，2017健康中国·CA-
BL城市业余篮球联赛（郑州赛区）暨
郑州市篮球俱乐部周末联赛，5日下
午落下帷幕。最终，郑大一附院队获
得了冠军，并将代表郑州赛区参加该
项赛事下一阶段的争夺。

本项赛事由郑州市篮球协会等
主办，郑州赛区共吸引了12支队伍参

赛，参赛选手中既有大、中专院校的
老师、学生，也有医院的医生、银行的
职员；既有已经退役的前河南男篮队
员，又有老年篮球爱好者。大家同场
竞技一较高下的同时，也畅享了篮球
运动带来的激情和健康。

据了解，郑州赛区结束后，CABL
还将在省内和省外其他城市陆续举
行，整个联赛将持续到11月份。

新华社广州6月6日电 中国
男子国家足球队即将迎来与叙利
亚队的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关键一役，主教练里皮6日表示，
球员必须相信自己，只要还没有到
绝望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

国足将于 6 月 13 日在中立场
地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与叙利亚队
进行12强赛倒数第三轮较量，为了
备战这场“高考”，国足将于 7日在
广州天河体育场与菲律宾队进行
一场热身赛，提前适应马来西亚的
湿热天气。

在 6日的赛前发布会上，里皮
表示：“我跟球员一直强调，必须相
信自己，截至目前，我带队打了三场
比赛，其中对阵卡塔尔和韩国的比
赛，球队表现非常出色，对伊朗的表
现相对逊色，我们现在距离第三名
还有 7分的差距，我们没有别的选
择，只能要求拿下最后的三场比赛，
这个过程会非常困难，但是球员必
须相信自己，只要我们还没有到绝
望的时候，一定要全力以赴！”

谈及与菲律宾队的热身赛，
里皮认为虽然“这场比赛不能给
我们带来小组赛积分，但可以收获
信心”。他指出：“明天比赛首发会
和以往不同，我会尽量派上更多球
员，让所有球员都能参与到比赛
当中。”

由于刚参加完中超联赛，一些
国脚受到了伤病困扰，北京国安后
卫李磊因伤缺席，足协紧急征调范
晓冬顶替。而在广州越秀山体育

场的训练中，有伤在身的张琳芃和
高准翼也没有参与合练，而是简单
地进行跑步等恢复训练。

“个别国脚出现伤病，我们对
大名单进行了调整，所有来到这次
集训的球员，可以说都为13号的比
赛做好了准备，”里皮说，“虽然个
别球员不会出现在热身赛，但他们
在13号与叙利亚比赛之前，一定会
做好准备。”

广州已进入潮湿闷热的夏季，
这种“东南亚气候”将是与叙利亚
比赛的一大考验，黄博文表示：“广
州天气确实非常炎热，咱们队员比
较有经验，会处理好，关键还是把
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入选这次集训名单的国脚有
些来自于不久前刚集训的国家二
队，其中包括广州富力的高中锋肖
智，他说：“能够代表国家队比赛，
这种荣耀至高无上，作为一名前
锋，肯定是帮助球队进球、取得胜
利，自己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国足本次热身赛的对手菲律
宾队曾在去年的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中3∶2击败国足的竞争对手朝
鲜队，“助攻”国足晋级12强赛。菲
律宾队主教练托马斯·杜里表示，
这场比赛中国足协联系了很长时
间，他非常期待。由于菲律宾国内
联赛正在进行，他的球员大多比较
疲惫，这次热身赛的主要目的是为
备战与塔吉克斯坦的亚洲杯预选
赛，希望球员不要受伤，“但我们还
是会给中国队制造一些困难”。

中甲联赛北京北控燕京队科特迪瓦籍球员谢克·蒂
奥特 5 日在训练中昏厥，后经抢救无效去世，年仅 30
岁。噩耗传开，国内外足坛为之悲痛，纷纷通过各种形
式表达哀思。

据北控俱乐部公告，2017年 6月 5日 18时许，球队
正常训练期间，蒂奥特突然昏厥，俱乐部第一时间把他
送往医院抢救，但终因抢救无效，他于 5日 19时许不幸
辞世。俱乐部已与其家属取得联系。

北控俱乐部公告称，蒂奥特2017年 2月 5日加盟北
京控股足球俱乐部以来，为俱乐部做出了突出贡献，并以
其高超球技和职业精神获得俱乐部、教练组和队友们的
高度评价。俱乐部对蒂奥特的不幸辞世表示沉痛哀悼。

国际足联在其官方社交平台写道：“蒂奥特在中国
去世，年仅 30岁。我们对他的家人、朋友、队友表示慰
唁，愿他安息。”中国足协新闻办官方微博转发北控俱乐
部公告后表示：“悲痛！逝者安息，一路走好！”中国足球
队官方微博则表示：“安息吧，愿天堂也有绿茵场。”

国内众多足球俱乐部通过官方微博表达了对蒂奥特
的哀思，以及对北控的鼓励。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表
示：“蒂奥特一路走好，愿天堂也有足球。北控加油。”北京
人和足球俱乐部写道：“今夜北京下雨了，寒意阵阵。蒂奥
特，愿你能安息，愿天堂也有足球。加油，北控。”大连一方
足球俱乐部也表示：“悼念勇敢的蒂奥特，北控加油！”

蒂奥特生前效力过的英格兰纽卡斯尔联队在官网
登出多篇文章哀悼蒂奥特。“我们极为震惊地获悉年仅
30岁的蒂奥特不幸去世，纽卡斯尔联队所有人的心与
蒂奥特的家人、朋友、队友及与他所在俱乐部有关联的
人同在。”

纽卡斯尔联队主帅贝尼特斯在 2015～2016 赛季
末期及上赛季初期曾执教蒂奥特。他表示：“得知蒂奥
特去世，我很悲痛。认识他以来，我感到他是一名真正
职业、专注的球员，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杰出的人。在这
样一个悲痛时刻，我们的关心与他的家人、朋友同在。”

蒂奥特职业生涯高光时刻之一出现在2010～2011
赛季英超联赛第26轮。当时纽卡斯尔联队在对阵阿森
纳的比赛中上半场 0∶4落后，下半场连追 4球，其中最
后一粒远射由蒂奥特打进。阿森纳俱乐部得知蒂奥特
去世后表示：“阿森纳俱乐部的每一个人向蒂奥特所爱
的人表达哀思，愿他安息。”

切尔西、曼联、曼城、利物浦、埃弗顿等众多英超俱
乐部也在官方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蒂奥特去世的悲痛
之情，并向他的家人朋友表示慰问。西甲联赛通过官方
微博对蒂奥特的不幸辞世表示遗憾，向逝者及其家属表
示最深切的慰问和哀悼。

蒂奥特的前队友、对手也表达了对他的不舍。北控
队长阎相闯表示：“听到这
样的消息，犹如噩梦一般。
昨天训练还好好的，突然就
这样走了，多希望这一切不
是真的。内心无比沉痛，逝
者安息，我的朋友谢克·蒂
奥特一路走好。”上海上港
队外援奥斯卡在个人社交
平台贴出与蒂奥特同场竞
技的图片，并表示：“安息
吧，谢克·蒂奥特。我的家
人为你家人祈祷。”

曾与蒂奥特在比利时
安德莱赫特队共事的曼城
队长孔帕尼表示：“无法用
言语表达此刻的心情，异常
悲痛。他是我最好的队友
之一，是条硬汉。安息吧，
兄弟。”荷兰门将克鲁尔在
社交平台贴出一张与蒂奥
特拥抱的图片，并表示：“得
知蒂奥特去世非常悲痛，他
是我最好的队友之一。”前
队友巴顿回忆：“他是一个
很棒的人，永远面带笑容。
我的心与他的家庭和朋友
同在。”

新华社长沙6月6日电

本报讯（记者 王微晶 刘
超峰 文/图）昨日，河南足球功
勋教练王随生携建业队前队
长宋琦以及他的山娃足球爱
心团队，来到国家级贫困县新
乡封丘县外国语实验学校奉
献爱心，捐赠仪式上，志愿者
除了捐赠爱心足球和文化用
品之外，更为小学生上了一堂
丰富多彩的足球理论实践课，

让同学们第一次接受我省著
名专业足球人士的指导。

封丘县是王随生的老家，
这也是他第二次来到封丘奉
献爱心。捐赠仪式上，河南华
兴公司董事长葛勇和总经理
尚辉代表全公司员工，为学生
们捐赠文化用品。捐赠仪式
后，由宋琦和爱心团队志愿者
与该校校足球队上演别开生

面的对抗赛，将本次活动推向
高潮。明星们娴熟的技艺和
扎实的基本功，让这些略显

“封闭”的孩子们大开眼界，比
赛之后，纷纷要求与自己喜爱
的明星合影留念。

据了解，这次爱心捐赠活
动是王随生和他的爱心团队
走进的第 75 所小学。此外，
王随生还特意安排一名从河
南大学体育系毕业的专职足
球运动员，定期到封丘县外国
语实验学校辅导孩子们的足
球知识和技艺，让这所在该县
为数不多的足球特色学校水
平尽快提高。“第一次专业教
练来学校指导工作，孩子们别
提多高兴了，他们高超的足球
技艺，让孩子们平生第一次零
距离领略到球星的扎实基本
功和高超球技，这堂生动的足
球实践课，一定会让我们终生
难忘。”封丘县外国语实验学
校校长温飞激动地告诉记者。

亚冠八强战对阵揭晓

恒大上港演绎“中超德比”

从世乒赛看乒乓球成为中国的软实力

“他是条硬汉”
——国内外足坛悼念北控外援蒂奥特

“高考在即”

里皮：必须相信自己

河南网球球王争霸赛（第二站）鸣金

山娃足球爱心团队
新乡封丘奉献爱心

市老年人运动会健身秧歌交流活动落幕

CABL郑州赛区：郑大一附院队夺冠

保利尼奥保利尼奥（（恒大恒大））

胡尔克（上港）

里皮（右）在指挥球员进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