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埃及球星萨拉赫 8

日再次当选非洲足球先生， 成为首位

连续两年获此殊荣的埃及球员。同日，

非洲足联宣布埃及将代替喀麦隆举办

2019年非洲杯。

目前效力于英超利物浦的萨拉赫

在 2018 年表现出色。 2017-2018 赛

季，他荣膺英超金靴和最佳球员，并帮

助利物浦队打入欧冠决赛。 国家队比

赛中，他代表埃及在 2018 年俄罗斯世

界杯攻入两球。

萨拉赫在获奖后表示， 获得非

洲足球先生是自己儿时的梦想，现

在可以两次拿奖更是莫大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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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次战 国足队长将复出

小组赛第二轮战菲律宾，解禁复出的郑智或将解决国足中场控制不力问题

当地时间 1 月 8 日中午，阿布

扎比风和日丽，良好的天气和洋溢

在中国男足球员脸上的笑容格外

相称。 在亚洲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吉

尔吉斯斯坦队后，中国队上下如释

重负。

在首场比赛中受伤的武磊并

没有缺席赛后首练，而首轮禁赛的

老队长郑智也向媒体打开了话匣

子。 作为中场核心，郑智的归位无

疑给球队小组赛次战菲律宾队平

添了争胜砝码。

郑智的回归值得欣喜，不过队

中锋线主将武磊却被对方队员在

禁区内撞伤。 据了解，武磊比赛当

晚就直接乘坐专车赶往阿布扎比

的一家大型医院。 经体检确认，武

磊的肩胛骨、锁骨关节处出现韧带

拉伤。 尽管队医初步判断其伤势不

算很严重， 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

赛，但考虑到武磊的重要性，教练

组不排除在下一轮安排他休战的

可能性。

当地时间 8 日上午 10 点半，搭

载着中国队的大巴如约驶入阿布扎

比阿尔瓦赫达学院基地。 尽管不到

24小时前他们刚刚与吉尔吉斯斯坦

队进行了亚洲杯小组赛首轮的恶战，

并在赛后连夜返回阿布扎比，但回到

训练大本营的国足将士们各个神采

奕奕，这和 3天前在同一地点心事重

重的样子大相径庭。有些球员还向相

识的媒体记者主动打招呼。

“赢球就是硬道理” ，一位现场

媒体同行的话对发生在国足精神层

面的变化作了解读。 正是因为拿下

小组赛主要竞争对手， 国足上下总

算松了一口气， 有队内成员直言，

“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

国足按惯例在比赛日第 2 天仅

仅安排了 1 小时左右的恢复性训

练。 在首战中受伤的武磊还是随队

亮相训练场。 而首轮停赛的队长郑

智从昨天训练情况看状态也非常不

错。由于在首轮比赛中，中国队不仅

全取 3 分，且没有领得红、黄牌，因

此全队将可以以一套完整的阵容应

对菲律宾队的挑战。

说到郑智， 就不得不提到中国

队的中场组合问题。 在首轮比赛中，

里皮正是看到球队上半时中场控制

不力导致防线压力骤增， 所以才将

善于控球的蒿俊闵替换上场的。 从

实际效果来看， 蒿俊闵提升了球队

攻防转换的速率与效率， 从而为球

队赢得更多的进攻空间。实际上，在

郑智缺阵的情况下， 里皮对球队可

能出现的中场控制不力作了充分预

见。而随着郑智解禁复出，里皮对于

接下来比赛球队中场得到良好梳理

充满信心。 里皮也希望在几位擅长

控球球员的带动下， 球队的攻防能

通过技术流盘活。

在昨天训练开始前， 里皮也作

了一次长达 10 分钟的训话。 郑智

说，“这其实是例行的内容。 教练需

要对昨天比赛进行小结， 他也希望

结合自己发现的问题和大家交流，

通过复盘的方式提醒大家在接下来

的比赛中做到更好。”里皮的训话当

然还有另一层意思， 那就是赢得开

门红后， 球队还没有完成小组出线

的目标。

首轮比赛中， 除了蒿俊闵外，

池忠国、 吴曦这对后腰组合也是

全队表现最佳的球员。 前者的抢

截缓解了防线压力， 后者则充分

显示出善于插上射门的优点。 在

郑智复出后， 吴曦的位置将可以

适当前移。 而从国足训练的情况

看，“解放吴曦” 也符合里皮的战

术理念。

7日，中国队下一个对手菲律宾

队仅以 1 球小负夺冠热门韩国队。

这支球队给人的印象不再是那支技

术、身体薄弱的“鱼腩” 球队，和大

胜泰国队的印度队一样， 他们同样

是亚洲足球崛起的一股新力量。 更

重要的是， 菲律宾队主帅埃里克森

曾经在中超执教多年， 对中国队球

员特别是武磊、石柯、颜骏凌都非常

了解， 中国队于情于理都要提防这

个对手。

9日开始，球队将正式进入小组

赛次轮的备战正轨上来。 里皮将派

出怎样一套阵容确保球队提前锁定

小组出线权， 媒体记者们都格外期

待。

中国队 7 日在亚洲杯小组赛首

战逆转取胜吉尔吉斯斯坦队， 不过

队中锋线主将武磊却被对方队员在

禁区内撞伤。 经体检确认，武磊的肩

胛骨、锁骨关节处出现韧带拉伤。 尽

管队医初步判断其伤势不算很严

重，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但考虑

到武磊的重要性， 教练组不排除在

下一轮安排他休战的可能性。

据了解，武磊在医院接受了全

面体检。 回到酒店已经是深夜。 从

目前医院回馈的信息看，武磊的肩

锁关节出现了韧带拉伤的情况。 队

医的初步判断是，武磊的伤势还不

算严重，不会影响他参加后面的比

赛。

按照计划，中国队将于 11 日在

阿布扎比迎战亚洲杯小组赛第二个

对手菲律宾队。 由于中国队已经取

得小组赛首胜， 因此出线的主动权

牢牢在握。 这个结果实际也给接下

来里皮排兵布阵赢得了更多选择空

间。 对于武磊要不要在第二轮出场

的问题， 里皮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

也会慎重思量。 本报综合

首战总结

里皮肯定锋线与防线表现

核心回归

郑智上场将盘活中场

次战准备

“解放吴曦” 符合里皮理念

伤员追踪

武磊受伤是否休战待定

■新闻速递

本报讯 利用纯粹的数学知识，

将围棋中难解、抽象的“官子” 数据

化、公式化，贵州一围棋爱好者在其

近日出版的 《围棋常型官子 1200

例》一书中对“官子”进行精确排队

“量身” ，在围棋界引起热议。

我省著名业余棋手徐劲涛 6 段

是国家一级围棋裁判员、 国家二级

社会体育指导员， 近年来一直在贵

阳棋院小河分院负责围棋的培训普

及工作，其个人曾于 2000 年在日本

静冈夺得四城市围棋赛个人冠军，

2004 年和 2008 年分别获得贵阳市

围棋锦标赛个人冠军， 培养的学生

47人次在省市级重大比赛中获得冠

军。不过，他近年来接连出版围棋专

著这样的事， 还是让贵州棋界人士

倍感兴奋。

令徐劲涛欣慰的是，《围棋常型

官子 1200 例》 一书受到行家的认

可———中国围棋协会原副主席辛维

光和世界冠军范廷钰九段分别为其

书作序。范廷钰九段在序中称赞道：

“徐劲涛先生运用科学的方法，推演

出各种‘官子’ 的分析计算过程和

结论，基本涵盖了所有官子内容。 这

本书可以做为围棋培训的教科书、

专业人员研究的工具书、 业余爱好

者的官子词典。 ”

徐劲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

在教学工作中发现，千百年来，围棋

的“官子” 大小的计算一直是比较

模糊的， 哪怕是专业高段棋手一般

也只能精确到“几目强”或者“几目

弱” 的程度，缺乏精确的数字量化，

于是萌生了利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计

算“官子”大小的想法。经过多年的

不断探索，徐劲涛先后推导出 22 个

数学公式，把所有“官子” 的大小都

数字化，甚至有的“官子” 精确到

“几十分之几目” 的程度，这些都得

到了许多职业棋手的认可， 于是他

萌发了出版围棋官子专著的想法。

2009 年，徐劲涛的首本围棋专

著《新概念围棋官子计算法》出版，

10 年后，新作《围棋常型官子 1200

例》结集出版，两本书都受到了职业

棋手的肯定， 世界冠军范廷钰九段

还专门为之作序， 徐劲涛也算实现

了愿望———在围棋界留下自己独特

的印记。 （本报记者 刘传海）

出版围棋专著 让围棋技术数学化

贵州一围棋爱好者干出大事———

萨拉赫当选

非洲足球先生

成为首位连续两年获此

殊荣的埃及球员

据新华社电 葡超“领头羊” 波尔

图队 8 日官方宣布，35 岁的葡萄牙国

脚佩佩与球队签约至 2021年 6月。

出生于巴西的佩佩在 2004 年加

盟波尔图，2007 年转会西甲豪门皇家

马德里，在 10个赛季中随队获得 3 个

西甲冠军、3个欧冠冠军。 2017 年，佩

佩离开皇马转投土超贝西克塔斯队，

直至日前与遭遇财政危机的俱乐部协

商解约后重获自由身。

此外，佩佩在过去 12 年中代表葡

萄牙国家队出场 103次，攻入 7 球，在

2016年随队获得欧锦赛冠军。

将身披波尔图 33 号球衣的佩佩

对媒体表示， 非常荣幸再度回到波尔

图，并将全力帮助球队争冠。现效力于

波尔图的门将卡西利亚斯当日也在个

人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与佩佩的合影，

对这位昔日皇马队友表示欢迎。

葡萄牙老将佩佩

重返波尔图

与球队签约至2021年6月

法国后卫托迪博

将加盟巴萨

据新华社电 西班牙巴塞罗那俱

乐部 8 日宣布， 效力于法国球队图卢

兹的中卫托迪博将于下赛季初成为巴

萨球员。

巴萨在官方声明中肯定， 托迪博

将于 2019年 7月 1日加盟。由于其将

在与图卢兹的合同到期后自由转会，

巴萨无须为托迪博支付转会费。

托迪博本人当日也在社交媒体上

表达了自己的喜悦之情， 并感谢了巴

萨的信任。 他说：“这将是我职业生涯

中的一个新阶段， 我将为此全力以赴

以获得成功。 ” 同时他肯定，自己将在

本赛季剩余的时间里继续为图卢兹全

力而战。

19 岁的托迪博在今年夏天实现

了自己在图卢兹一队的首次亮相。 这

名身高达到 1 米 9 的中卫此前曾吸引

了尤文图斯和那不勒斯等俱乐部的注

意， 但巴萨成功抢先一步将其收归麾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