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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前瞻

战江苏 国安难派最强阵
李磊于洋仍在恢复 施密特期待取分
京彩聚焦

■关注

施密特出席赛前发布会

今晚 7 点 35 分，北京中赫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江苏苏宁队。 在
上轮与山东鲁能的“榜首大战”里，国安队主场与对手战平，未能扩
大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 本场对阵排名第五的江苏苏宁，施密特的
球队不容有失。

主帅 后防依然不整齐

北京国安队今天继续在主
场作战，面对江苏苏宁的挑战，
球队主帅施密特在昨天的赛前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球队依然会“以
我为主”，打出自己想要的足球。
上轮与鲁能的比赛中，由于
伤停等因素，国安队后防线人员
不整，施密特被迫将奥古斯托放
到中后卫位置。在今天的比赛
里，姜涛解禁复出，但德国人透
露：“李磊和于洋两人还在恢复
中，无法出战这场比赛。不过，在
过去的两场比赛里，大家还都是
很团结的，球队表现也比较稳
定，我们只是会在个别位置上进
行一些轮换和调整。”据了解，李
磊与于洋还未跟随球队合练，他
们的复出尚需时日。
不过江苏苏宁也受到伤病

困扰，特谢拉因伤缺席了上轮比
赛，本场也有可能无法亮相，施
密特对此表示：“之前我们确实
听说过这个消息，但现在我还没
有得到准确的说法。特谢拉是一
个非常有能力的球员，他会通过
自己的无球跑动和突破制造很
多机会，但比赛终归是全队的比
赛，即使是特谢拉缺席，江苏也
依然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球队。
所以我们肯定不会因为对手的
一两名球员缺阵就对自己的打
法进行过多调整。”
在双方的首回合交锋里，国
安队客场 2比 1战胜对手，不过
施密特也强调，国安队那场比赛
“赢得比较惊险”，所以球队也会
做好万全准备，力争在主场全取
3分。

高层 为城市荣誉而战

本周三晚，中赫集团董事长
周金辉宴请俱乐部管理层和国
安一线队全体成员。周金辉对球
队目前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并
激励大家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继
续为北京而拼搏。
尽管目前国安队位居积分
榜榜首，但周金辉表示，俱乐部
和球队应该保持清醒和冷静。他
将现在的国安定义为“我们是冠
军的有力争夺者之一”，他同时
表示，赛季初制定的“进入亚冠，

保持在第一集团”的目标，还没
到更改的时候。
周金辉也再次强调，球队要
为城市荣誉而战：
“作为国安的球
员一定要为北京这座城市而战，
能够成为国安的一员，身披绿色
战袍，代表北京去比赛本身就是
一份荣耀。如果我们没有打出这
座城市的精神和气质，或是在球
场上我们没有拿出让对手佩服的
表现，那么即便获得冠军，这个奖
杯也就是一个金属制品。”

动态 马季奇离开国安

昨天有消息称，去年开始担
任中赫国安俱乐部国际部总监
的马季奇已离开国安，前往中国
足协工作。据北京晨报记者了
解，在今年世界杯前，“马五爷”
就已经开始为足协的海外项目
工作，他现在也确实不再在国安
俱乐部内担任职务。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拨打了
马季奇在中国的两部手机，但
均处于关机状态。据知情人士
介绍，马季奇现在协助中国足

协处理一些海外项目的事务，
如足协制定的留洋计划及与克
罗地亚的相关合作。去年 4月
份，中赫国安俱乐部正式官宣，
由马季奇出任俱乐部的国际部
总监一职。此后“马五爷”一直
为俱乐部处理海外事务，包括
选帅等事宜，在外教、外援来到
北京后，他也担负起帮助他们
尽快适应球队氛围、在北京的
生活等职责。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张雷：我主动辞去乒羽中心主任
近日，关于“张雷被免去 示，“ 既不是局领导对我的工
北京市乒羽中心主任”的消息 作不满意，更与总局的改革
在自媒体上流传，北京晨报记 没有关系。”
者昨天求证张雷本人，他回
应：自己主动提出辞去这一行 始终心系球队
政职务，已经回到北京乒乓球
北京乒乓球队走出过张
队总教练岗位上。
怡宁、马龙、丁宁三位“大满
贯”球员以及郭焱等世界冠
亲自澄清传闻
军，一直是北京体育一张亮眼
北京市体育局官网 8月 的名片。
8日发布通知：“ 经 2018年 7
张雷在北京队执教 20多
月 25日后中共北京市体育局 年，国乒两位现任队长是他迄
党组会议决定，免去张雷北京 今最得意的门生。里约奥运
市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 会，马龙、丁宁摘得男女单打
心主任的职务。”之后，自媒体 和团体共 4金；去年全运会，
账号纷纷以《马龙丁宁恩师突 两人又夺得分量最重的单打
被免职》为题进行报道，甚至 冠军。北京乒乓球队步入最辉
做出“成为改革牺牲品”等揣 煌的高度，作为总教练的张雷
测。张雷在朋友圈转发并写 功不可没，带领教练组陪伴球
道：“辞去乒羽中心主任职务， 员、出征大赛，甚至当厨师的
重新回到北京乒乓球队总教 故事被本报等多家媒体多次
练岗位，让辉煌与梦想并肩前 报道。他本人对此总是轻描淡
行。”
写：“ 地方教练就是负责为国
北京晨报记者昨天致电 家输送人才，做好辅助工作。
张雷，了解了详细情况。“按照 中国乒乓球国家队和地方队
规定，我不能行政职务和技术 之间互动非常好，我们都是做
岗位同时兼，担任乒羽中心主 好本职工作。”
任，就不能在队里教球。作为
马龙、丁宁仍是东京奥运
教练员出身，还是希望能回到 的主力，张雷告诉北京晨报记
基层队伍，短期来说，为东京 者，作为目前北京队最了解他
奥运会国乒和北京继续做贡 们的人，自己义不容辞。同时，
献；长远来看，抓好北京队的 “00后”王楚钦将参加今年亚
梯队建设，培养后备人才。” 运会男团和混双比赛，以他为
张雷表示，他主动提出了辞 代表的北京乒乓新生代也正在
去行政职务的要求，局党委 崛起。“无论是 2年后的东京，
经过考虑，认同他在教练岗 还是北京乒乓球的未来，我都
位上更能发挥所长，因此予 想尽自己所能，做最大贡献。”
以批准，并按流程进行了公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U23 国足热身险胜伊朗
北京晨报讯（记者 周萧）

昨晚，中国男足 U23国家队在
苏州与伊朗 U23国家队进行
了一场热身赛，中国队 3比 2
险胜对手，以一场胜利结束亚
运会前的热身。
本场比赛里，中国队获得
梦幻开局，开场不到 2分钟，
陈彬彬前场断球后就助攻张
玉宁打破僵局。第 18分钟，中
国队在对方禁区弧内获得任
意球机会，姚均晟主罚任意球
直接破门，将比分扩大为 2比
0，第 35分钟，张源的进球帮
助中国队将比分改写为 3比
0。4分钟后，阿扎迪·穆罕默
德玛德莱扎为伊朗队扳回一
城，主队以 3比 1领先易边。
和上半场相反，中国队下半场
比赛的开局却不甚理想，第
51分钟，球队后场出现失误，
高准翼不慎打入乌龙球。第
72分钟，伊朗队门将与队友
相撞后昏迷倒地，甚至需要救
护车紧急出动。比赛最后阶

段，伊朗队发起反攻，多次打
出威胁攻势，好在小伙子们顶
住压力，将 3比 2的比分保持
到终场哨吹响。
由于伊拉克 U23男足退
出亚运会，因此之前亚足联也
重新进行了分组抽签，中国队
与东帝汶、叙利亚和阿联酋被
分在 C组。为了确定最终出征
名单和备战比赛，U23国家队
本次集训招入了 27名球员。
上周日，球队与马来西亚在常
州进行了一场友谊赛，昨天与
伊朗队的交锋也是 U23国家
队参加亚运会前的最后一场
热身赛。球队主帅马达洛尼表
示，与伊朗队的比赛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小组赛中的西亚
对手”。
按照计划，U23国家队今
天会确定出征的最终名单。球
队将从上海出发，飞赴印尼参
加亚运会比赛。球队的首场小
组赛比赛是 8月 14日对阵东
帝汶。

体彩三大创新
驰援全民健身

今年 8月 8日是我国第十个
全民健身日。此间，中国体育彩票
组织、开展、支持形式多样的全民
健身活动，全方位驰援全民健身。
自 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 24
年来，体育彩票已筹集超过 4300
亿公益金，为全民健身计划的实
施提供了资金保障。自 2009年
设立全民健身日以来，体育彩票
更是以多种方式不断支持全民健
身事业。“十三五”期间，仅用于实
施群众体育工作的国家体育总局
本级体育彩票公益金有望超过
120亿。
今年 8月 8日前后，体育彩
票与全民健身的亲密接触呈现了
“出彩式创新”的特点。这主要体
现在三方面。
一是创新产品引人入胜，具
有时尚性。
在一篇报道中，中国新闻网
将“我的健身体验短视频大赛”
“明星健身示范”“寻找最美健身
达人”和“健身达人秀”等评论为
今年全民健身日活动中的“时尚
创新”活动。在上述四项活动中，
“寻找最美健身达人”活动就是由
体育彩票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发起
的；而在“健身达人秀”活动中，体
育彩票发起的全民健身达人秀节
目《球球你，动出彩》也备受各界
关注——
—这项在芒果 TV上线、
总计四期的健身真人秀节目，将
由世界冠军率队带领运动达人完
成游戏挑战，获胜者将与中国体
育彩票一起捐赠公益项目，助力
全民健身。
二是紧扣“动起来”主题，在
创新中凸显“全民性”。
今年全民健身日活动的主题
是“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活
动期间全国开展的全民健身活动
将达 3500场次，参与者超 9000
万人次。体育彩票助力的多项全
民健身活动，也紧扣这一新时代
主题，让“动起来”成为一大亮点。
在“寻找最美健身达人”、《球球
你，动出彩》等活动以及地方体彩
机构开展的各项全民健身活动
中，“动”与“互动”都成为核心要
素，在创新中凸显“全民性”。
三是体彩游戏新品深度融
合全民健身，在创新中实现“三
合一”。
8月 7日，“全民健身日”“五
禽戏”
“爱跑”等三款全民健身主
题系列即开票正式发布。这其中
的创新之处在于，购彩者买到票
后可以通过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
随时观看“全民健身大讲堂”视
频，获取运动健身科学知识。体彩
即开票新产品将游戏娱乐性、健
身实用性和体彩公益性三者合
体，体现了一种深度融合之下的
创新。
体彩三大创新，驰援全民健
身。这种创新，确实出彩。
（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