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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休斯敦11月23日电（记
者 徐剑梅 潘丽君 兴越）2021 年世
界乒乓球锦标赛 23 日在美国休斯
敦拉开大幕，首日进行了男、女单打
以及混双首轮赛事。出战的中国队
运动员全部过关，两对中美跨协会
混双组合在首秀中横扫对手晋级。

这 是 世 乒 赛 首 次 在 美 国 举
办。中国乒乓球协会联合美国乒
乓球协会此前向国际乒联提交了
允许中美混双配队参赛的申请，最
终两对跨协会组合出现在本届世
乒赛的赛场上。

国乒队员林高远搭档
美国女队一号主
力张安，两

人首轮面对葡萄牙组合阿波罗尼亚/
邵洁妮，以11∶6、11∶9、11∶7胜出。

赛后林高远表示，两人第一次
搭档参加正式比赛，赛前做好了困
难准备，也比较紧张，一直在交流沟
通，但上场进入状态后越打越好，在
场上逐渐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谈及搭档时他认为，张安在场上越
打越好，越打越释放。

“和林高远这样优秀的选手并
肩作战，我真的很紧张。我们配合
得很好，也能很好地交流，我们会继
续加油。”张安说。

与左手持拍的林高远配
合，张安坦言“刚开始有

点不习惯”，“但越来
越习惯，这对我

们来说也是
一个优势”。

另一对中美混双组合是王曼昱
与卡纳克，在与俄罗斯乒乓球协会
组合西多连科/塔拉科娃的较量中，
卡纳克/王曼昱在第二局与对手陷
入缠斗，一路战至 17 平，最终两人
以11∶6、19∶17、11∶7胜出。

王曼昱表示，第一场比赛两人整
体配合和发挥比想象中要好，卡纳克
击球很有威胁，两个人都非常积极，第
二局胶着的情况下能够赢下来，对彼
此信任和磨合有很大帮助。

“我们开局做得很好，即使在比
分非常接近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取
得领先。”卡纳克说，“我们会继续努
力，加强练习，增进了解，这场胜利
是一个好的开始。”

国乒队员王楚钦在与比利时选手
兰比特的男单首轮前两局中以11∶8、
11∶7告捷，第三局兰比特一度手握
三个局点，然而王楚钦连得 5分，以
12∶10逆转取胜，随后又以 11∶9拿
下第四局胜利，以 4∶0晋级第二轮。
独守下半区的周启豪同样以 4∶0战
胜了意大利选手斯托亚诺夫。

皮奇福德、庄智渊、李尚洙、丹羽
孝希等名将均顺利晋级，卡纳克则以
4∶3爆冷将上届季军、韩国选手安宰
贤淘汰出局，另一位韩国选手张禹珍
也在七局苦战过后止步首轮。

国乒队员里唯一出战女单首轮
比赛的陈幸同直落四局战胜了俄罗
斯乒乓球协会的诺斯科娃。张安、
中国香港运动员杜凯琹和日本选手
平野美宇都以4∶0闯入第二轮。

休斯敦世乒赛 24 日将展开单
打第二轮以及男、女双打首轮争夺，
首轮轮空的樊振东、陈梦等高排位
种子选手将亮相。

休斯敦世乒赛大幕开启
中美混双组合首秀过关

周启豪在男子单打首轮比赛中 新华社发

林 高 远林 高 远
（（左左））//张安在张安在
比赛中比赛中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伦敦11月23日电（记者
张薇）刚刚解雇主帅索尔斯克亚的曼
联和欧冠卫冕冠军切尔西23日分别
击败比利亚雷亚尔和尤文图斯，提前
一轮获得欧冠联赛16强席位。

英超近 7轮曼联五败，48岁的
索尔斯克亚21日“下课”。临时由卡
里克带领的“红魔”23日客战比利亚
雷亚尔。尽管控球率和射门次数都
略逊于主队，但曼联门将德赫亚两
次精彩扑救力保城池不失，C罗和小
将桑乔则在比赛尾声先后破门。

第78分钟，曼联趁主队门将传
球失误前场断球，C罗吊射打破场上
僵局。12分钟后，曼联快速反击，桑
乔接费尔南德斯中路分球禁区内劲
射，皮球击中横梁后弹入网窝。

2∶0获胜后的曼联以 3分优势
领跑F组，提前一轮晋级淘汰赛。

下个月的最后一轮较量，曼联
将主场迎战以4分在小组垫底的年
轻人队，7分在握的比利亚雷亚尔
则将客场对阵只落后他们1分的亚
特兰大。

只需要 1 分就可确保 16 强席
位的切尔西当日主场4∶0横扫上轮
已确定出线的尤文图斯，送给“老妇
人”在欧冠联赛历史中的最大比分
失利。

第25分钟，鲁迪格助攻中路无
人防守的查洛巴，后者侧身凌空扫射
为“蓝军”力拔头筹。易边再战后11
分钟，近来极有准星的詹姆斯得球劲
射将比分扩大为2∶0。仅 2分钟后，
切尔西又在尤文禁区内打出配合，最
终由无人盯防的奥多伊推射破门。
终场补时阶段，维尔纳中路包抄打空
门得手，将比定格在4∶0。

英超“领头羊”就此拿下八分之
一决赛入场券，并且依靠净胜球优
势力压尤文，升至H组头名。

另外，提前两轮晋级的拜仁客

场 2∶1力克基辅迪纳摩，以五连胜
继续位居E组第一。同组的巴塞罗
那则主场 0∶0战平本菲卡，两队一
个 7分，一个 5分，谁能出线还要最
后一轮见分晓。届时，巴萨将客战
拜仁，本菲卡将主场对阵垫底的基
辅迪纳摩。

G组继续保持胶着态势。里尔
1∶0小胜萨尔茨堡后以 8分暂列第
一，萨尔茨堡以 1 分之差排名第
二。塞维利亚 2∶0 送走沃尔夫斯
堡，两队分别拿到6分和5分。

最后一轮，萨尔茨堡将主场迎
战塞维利亚，里尔做客沃尔夫斯堡。

C罗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秦
华）猫眼专业版数据显
示，11月 24日 16时 43
分，电影《长津湖》票房
（含 预 售）已 超 56.94
亿，正式超越《战狼 2》，
摘得中国影史票房榜
冠军。

主 旋 律 战 争 大 片
电影《长津湖》是一部
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阵 容 强 大 、制 作 精 良
的 战 争 题 材 电 影 巨
制 ，再 现 了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的 长 津 湖 战
役。影片自国庆档期
上映以来就引发全民
观 影 热 潮 ，不 仅 为 持
续低迷的影市注入一
针 强 心 剂 ，更 是 在 影
院 内 外 形 成 高 热 度 ，
话题频繁“破圈”。截
至 目 前 ，已 有 1.22 亿
人次观看了影片。

目前《长津湖》还在热映中，并宣布部分版本密钥二次延期，
期限为 12月 1日至 12月 30日。据猫眼专业版预测，《长津湖》
的内地总票房将高达57.34亿。

《长津湖》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电影《长津湖》第二部也已经
官宣，名为《长津湖之水门桥》，第二部主创阵容不变，依旧是陈
凯歌、徐克、林超贤执导，吴京、易烊千玺领衔主演。

《长津湖》登顶
中国影史票房榜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日，2021—2022赛季中国女子
排球超级联赛，将在广东江门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战
幕。上午 10点，河南女排将与福建女排对垒打响新赛季
女排超级联赛的揭幕战。本场比赛对于志在小组出线晋
级八强的双方来说都非常关键，哪支队伍获胜就将掌控
出线的主动权。

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的赛制将继续采取空场封闭制
度。第一阶段小组赛时间为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4 日，14
支参赛队按上赛季排名分成两个小组，每组 7支队伍。A
组包括天津队、广东队、山东队、浙江队、河北队、云南队、
四川队；B 组中有福建队、河南队、北京队、上海队、江苏
队、辽宁队以及“新军”深圳队。

B 组中有大批潜力新星涌现的江苏队，引入了拉尔
森、金软景两位外援的上海队，以及引援多位实力派球员
的“新军”深圳队都颇具实力。不出意外的话，这三支队
伍将预定 B组三个出线席位，福建、河南、北京、辽宁这四
支队伍将为B组最后一个出线席位展开激战。

虽然中国女排自由人老将林莉退役给队伍后防线造
成了不小的影响，但是福建队还有国手副攻郑益昕，此外
前国青主力主攻庄宇珊的助阵，也将大大增加福建队的
实力，其他位置上该队基本上保持了原有阵容，整体稳
定；与福建队相比，河南队本赛季阵容中缺少了李伟伟、
毛雅静等 6名退役老队员，从二线队补充上来 8名新队员
实力和经验显然无法与老将相比。此外，为了重点培养
新人，球队还将潜力副攻毛钧怡临时转会到深圳队，此消
彼长，年轻球员担纲的河南女排与福建女排相比还是存
在一定的差距。

谈及首战福建女排，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表示：“新
赛季首场比赛我们就迎来关键战，福建队的整体实力虽
然在我们之上，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每球必争全力
以赴去争取胜利。”

超级联赛今日揭幕
河南女排首战福建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体育局获悉，
“武术梦 中非情”大型融媒体活动颁奖仪式日前在郑州举
行。活动共评出最佳竞技奖 114 个，最佳展示奖 260 个、
最佳组织奖 55个。

“武术梦 中非情”大型融媒体活动由河南省人民政府
外事办公室、河南省体育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共
同主办，自 2021年 1月开始筹备，7月 20日正式启动。依
托河南省少林太极“两拳”等丰富武术文化资源，借助央
视在非洲地区优质传播渠道，为中国和非洲各国武术爱
好者提供交流展示平台，推动中非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助力构建中非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颁奖仪式上还进
行了“武术梦 中非情”大型融媒体活动主题宣传片全球首
播，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理工大学的非洲留学生和
河南嵩山少林寺武术馆学员联袂献上了少林功夫、太极
拳、非洲传统舞蹈等精彩演出。

“武术梦 中非情”大型融媒体活动，以媒为桥、以武会
友，不断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和中非合作交流形式，以
线下线上相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大屏与小屏
相结合的形式，相继开展“宣传片联播”“习武短视频征
集”“大屏特别节目”“新媒体直播”“颁奖仪式”等活动，摄
制发布 9 部系列宣传片，征集到中非近 30 个国家 600 多
名武术爱好者视频投稿，并通过央视大屏特别节目和四
场新媒体现场直播活动不断推升活动热度，在中非媒体
和民间产生了现象级影响。非洲多家主流媒体、国内近
20家权威媒体、央视新闻客户端等多家新媒体平台对活
动关注报道，中国驻非洲多国使领馆转发活动内容，相关
话题全球阅读总量达到 1亿次，引发全网中非武术文化交
流热议。

“武术梦中非情”
融媒体活动颁奖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11月 24日，记者从中国足协官方网
站获悉，随着联赛最后时间的敲定，另外一项国内足坛重要赛事
——足协杯决赛的时间也已经敲定，初定 2022 年 1月 9日进
行，具体地点还没最后确定。比赛双方为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
巧合的是，目前联赛也是这两支队伍领跑。

11月初，中国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在大连赛区展开激
战，最终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分别战胜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山
东队从2018年开始连续四年进入足协杯的冠军争夺战，而上海
海港则是第二次闯入足协杯决赛。

从足协杯首轮在 10月 13日打响以来，32支球队经过 5轮
决胜最终产生了两支会师决赛的球队，脱颖而出的山东泰山和
上海海港都展现出了自身特点。山东泰山在多名球员随国家队
出征和受伤病影响之下，依然能够派出让很多球队羡慕的阵
容。上海海港在莱科的调教下，球队整体性和稳定性在比赛中
体现得愈发明显，最大程度发挥阵中球星作用的同时，内部挖潜
工作也十分出色。所以泰山队和上港队不仅会在联赛争冠，也
会在足协杯一争高下。

足协杯决赛初定明年初

走近冬奥

新华社迪拜11月23日电 国际米兰首席执行官安东内洛
23日在出席迪拜世博会体育日活动时透露，俱乐部新球场有望
在2027年完工，新球场的落成将给球队带来可观的收益。

国际米兰目前与同城对手 AC 米兰共用一个主场，而新
球场会是个联合项目。据悉，两家俱乐部将为新球场的修
建提供 90%的资金，目前球场尚未开工，具体计划仍在讨论
当中。

安东内洛表示，希望球场的周边设施可以全年对外开放，
他认为能创造更高营收的基础设施是让球队在顶级舞台保持
竞争力的前提。“新球场对于国际米兰未来的计划是至关重要
的，俱乐部方面希望通过新球场获得数倍于现在的收益。”

“新球场会为我们提供新的动力，我们的目标是建造一座现代
化的、有创新性的新球场，配得上我们的球迷和城市。”安东内洛说。

国际米兰新球场
将于2027年完工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为了备战2024年U20亚洲杯预选赛
和 2028年奥运会，中国足协日前公布 2005年龄段U16国家队
集训名单，共有 60人入围，主教练由杨晨挂帅，其中恒大足校、
鲁能足校等依然是进入该年龄段最多的俱乐部。遗憾的是，河
南嵩山龙门没有一名队员入围，仅有上榜的 3名河南籍新星也
是来自鲁能和湖北。

本次大名单包括来自恒大足校的崔宏、张皓楠等8人，鲁能
足校共有包括陈泽仕、玉苏甫-阿木提等 7人入选，湖北和深圳
各有5人。此外，由于大连正遭遇疫情，所以此次集训名单中并
没有来自大连地区的球员入选。据了解，这次集训将在广东佛
山进行，集训时间为10天左右。

国少60人大名单公布

欧冠：曼联切尔西晋级16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记者 郑
直 李春宇）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倒计时
100 天主题活动 24 日晚在国家游泳中心

“冰立方”举行，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计
划发布。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在视频致辞
中表示，很高兴看到目前的进展。他认为
北京冬奥组委已做好准备，将会举办一届
精彩的盛会。国际残奥委会对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充满希望，期待越来越多的中
国残疾人参与运动，参与冬季运动。中国
在夏季残奥会上实力雄厚，完全相信在冬
季残奥会上也将如此。帕森斯向中国人
民、中国政府和北京冬奥组委表示感谢，希

望各方携手努力，共同为卓越的冬残奥运
动员举办一场卓越的冬残奥会。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会
志愿者招募吸引了 2428 名中国残疾人报
名。经过严格的面试和培训程序，19名代
表性强、有专业能力、具有奉献精神的报名
人脱颖而出，如愿成为赛会志愿者。他们
最小的 19岁、最大的 63岁，将分配到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18个竞赛和非竞赛场馆开展
志愿服务。在活动现场，中国残联主席、北
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张海迪为残疾人志愿
者代表授旗，期待志愿者们通过热情周到
的志愿服务，体现平等、融合、包容的崇高
精神。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
主席张建东发布了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
计划。北京冬残奥会火炬接力将于 2022
年 3月 2日至 4日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
个赛区举行，共有火炬手约 600名，包括火
种采集与汇集、火炬传递两个部分。北京
冬残奥会火炬接力以“迎接冰雪之约 奔向
美好未来”为主题，以“健康·欢乐·活力”为
口号，与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的主题和口
号相一致，表达了在全球疫情形势下，激励
全世界残疾人爱护生命健康、共抗疫情的
美好愿望。

活动现场发布了《北京 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残疾人服务知识手册》《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服务手
册（盲文·大字）》，发行展示了北京 2022年
冬残奥会金银纪念币。

参与残疾青少年冬奥、冬残奥主题绘
画作品征集活动的盲人女孩张晰然，将自
己以“圣火”为题创作的绘画作品赠送给了
带队取得平昌冬残奥会冠军的国家轮椅冰
壶队教练岳清爽。音乐人小柯、著名演员
张凯丽、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聂一菁等 5名

“冬奥值日生”现场打卡，表达了他们对冬
残奥会的热情期盼。现场还表演了《飞翔
的光》《点亮梦想》《致敬勇士》《在美丽的冰
雪里》等反映冬奥、冬残奥主题的优秀音乐
作品。

北京冬残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