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经过 3 天 9 轮激战，贵州省

第四届“汉方” 杯围棋名人赛前晚结束

32 强战，杨闻、张何源、蒲奕斌、李波、张

泽君、 陈天虹、 杨润珂和陈涛夺得前八

名，获得进入下一阶段比赛的席位。

本项赛事总奖金高达 10 余万元，比

肩全国业余围棋大赛。 其中前三甲奖金

分别为 30000 元、20000 元和 15000 元，

是目前贵州省内参赛棋手水平最高，奖

金设置最高的业余围棋比赛。

八强淘汰赛及冠军三番棋争霸赛，

比赛将在 1月 25日、26日举行。

（本报记者）

新华社电 中国队 11 日将在

亚洲杯赛小组赛第二轮中迎战菲

律宾队，郑智将首发出场。 这位缺

席了首场比赛的中国队队长表

示，期待国足能战胜对手。

首场对阵吉尔吉斯斯坦队，

郑智因在之前比赛中吃到红牌而

禁赛。 他的复出无疑对国足是个

好消息。

郑智上说：“我们全队对明天

的比赛都充满了期待，（首场）拿

到 3 分后马上面临第二场比赛，

希望尽快完成小组出线的目标。

所有的队员都非常期待明天的比

赛，我们也做好了比赛的准备。 明

天的比赛一定会非常困难， 但我

们会朝着目标努力。 ”

当被问及教练里皮是否有特

别嘱咐时，郑智说：“其实，没有什

么特别的沟通。 大家也看到了，我

们上一场比赛之后做了一些总结

和复盘。 队伍通过第一场比赛，正

式进入了亚洲杯的状态。 比赛场

面很激烈，我们要尽快适应，尽快

进入角色。 通过第一场，我们适应

了节奏、速度和身体对抗。 第二场

全队会做得更好。 ”

在场下观战的郑智认为中国

队本届亚洲杯第一场没有很快进

入状态，“我觉得第一场上半场我

们进入状态比较慢， 一开场比较

被动。 通过教练的调整，回到正常

的比赛节奏中来。

郑智将出战 期待两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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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阵菲律宾 国足稳字当头

中国队即使打平，也积 4分，基本可以确保出线

据新华社电 11 日，中国队将

遭遇亚洲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菲

律宾队。 面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

的对手，国足只要心态不急躁、少

犯低级错误， 把控好中场尤其是

禁区前沿一带的防守， 取胜当在

情理之中。

首轮， 国足逆转吉尔吉斯斯

坦， 而以大面积归化球员为主的

菲律宾小负韩国。 从目前的积分

情况来看， 国足并不需要太过着

急去进攻， 不给菲律宾留下太多

的反击空间， 这样着急的反而是

对手。 一旦把对手扯出来打，或许

中国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 否则，

破密集防守， 任何一个队都是非

常困难的。

按照亚洲杯小组赛出线的规

则， 每个小组头两名和 4 个成绩

最好的第三名出线， 这样中国和

菲律宾即使打平，也可以积 4 分，

基本可以确保出线。 这给了国足

更多排兵布阵的选择。

虽然 2017 年国足曾以 8:1

大胜菲律宾， 但从亚洲杯上一场

菲律宾 0:1 小负韩国的表现来

看，菲律宾应当刮目相看了。

从上场中国队的表现来看，

这支国足无法驾驭三中卫的阵

型， 那么恢复四后卫的传统阵容

当在情理之中。 同时， 如何加强

本队右路防守将是重中之重。 菲

律宾队的主要进攻点在于前中超

外援帕蒂尼奥， 以及上一场并没

有首发的哈扬斯本。 帕蒂尼奥在

前场左路的突击， 将给中国队右

路制造很大威胁， 而哈扬斯本则

会考验中国队中后卫的默契程

度。

金敬道本来可以主打右路，

但上一场他没有执行里皮的战术

安排导致早早被换下， 如何使用

这位跑不死的前卫， 将考验里皮

的执教智慧。

本场比赛， 国足队长郑智将

复出， 他很有可能将和吴曦合作

打后腰，以郑智丰富的经验，中国

队禁区前沿的防守不会像上一场

的上半场一样门户大开； 在攻防

转换上， 中国队也会有一个关键

的出球点。

在进攻配置上， 蒿俊闵应该

有一席之地， 郜林首发也在情理

之中，武磊、于大宝的伤势并无大

碍， 但肖智和韦世豪依然无法上

场，这样一旦局面打不开，里皮或

许只有于汉超这个选择了。

从纸面实力、积分形势上看，

中国队都好于菲律宾队， 只要稳

定心态、集中注意力，本场国足机

会很大。

中国男足训练备战

本报北京电 昨日，中国男足

继续在阿布扎比备战亚洲杯的比

赛。 在对阵菲律宾队战前新闻发

布会上， 国家队主教练里皮与队

长郑智共同出席。

谈及与菲律宾队的比赛准备

情况， 里皮首先介绍了球队的伤

病情况： 我们三名伤员之中，肖

智、 韦世豪还无法参加第二场比

赛， 但武磊参加第二场比赛是没

有问题的。

对于过去两年多执教中国队

的工作，里皮坦言：我接受中国队

之后， 我们非常遗憾没有进入世

界杯预选赛附加赛， 后来的一些

比赛中我招入了年轻球员， 但是

他们欠缺比赛经验， 像亚洲杯的

比赛需要找有能力， 有经验的球

员。

下一场比赛的对手主教练埃

里克森曾经与里皮有过多次接

触，是否这次亚洲有过联系过呢，

对此里皮坦言： 我们在意甲赛场

交手很多次，在中超也对阵过，他

是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但最近没

有交流， 希望在第二场比赛开赛

前去跟他打个招呼。

对于如何解决第一场出现的

防守问题，对此里皮直言：所有比

赛我们都要关注防守问题， 如果

我们防守不好可能就会打成 4-3，

如果做的好就可能是 2-0，所以我

们每次都要做好防守， 上一场比

赛我不想说球员们没做好防守，

但是希望下一场能够在攻守转换

做好平衡， 不要出现过早丢球的

情况。

谈到是否了解菲律宾， 里皮

表示：这个球队虽然叫做菲律宾，

但他们队中大部分是欧洲归化球

员， 更应该说是身体速度风格接

近欧洲的球队。

里皮:菲律宾更像欧洲球队

亚洲杯小组赛次战 中国 VS 菲律宾 今日 21:30

贵州省围棋名人赛

激战三天

八强出炉

本报北京电 北京时间 1 月 10 日，

昨天勇士主场战胜尼克斯的比赛中，克

雷·汤普森砍下 43 分， 而且全场只运了

四次球。 这样的表现让勒布朗 - 詹姆斯

感到惊叹。

昨日， 詹姆斯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

一张图片， 上面有汤神在前日比赛中的

数据：43 分、29 投 18 中，投进 7 个三分，

只运了 4次球。“这太酷了！ ”詹姆斯写

道。 很显然，汤神的高效让詹姆斯惊叹。

事实上， 汤神在昨天比赛中没有罚

球，他因此成为了过去 20 年里第 3 位在

没有罚球的情况下得分 40+的球员。

今年夏天， 汤神将成为一名非受限

自由球员，湖人被认为是他的潜在下家。

不知道詹姆斯晒出汤神高效表现的同时

是否有招募的意思？

特意发图赞 43分神迹

詹姆斯

公开招募汤神？

新华社电 2019 年澳网正赛即将揭

幕，中国选手王蔷将以 21 号种子身份参

战女单， 这也是其职业生涯首次作为种

子选手参加大满贯赛事。

26岁的王蔷去年战绩不俗， 不仅在

法网和美网晋级 32 强，创造了个人大满

贯最好战绩， 更是在雅加达成功卫冕亚

运会女单冠军。

本次澳网女单 1 号种子由哈勒普获

得，科贝尔和沃兹尼亚奇紧随其后。 男单

方面，焦科维奇、纳达尔和卫冕冠军费德

勒锁定前三号种子。

作为女单种子

王蔷将参加澳网

本报北京电 北京时间 1 月

10 日，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显示，天津权健俱乐部完成

了工商更名手续，正式更名为天津

天海足球俱乐部。

1 月 7 日，权健自然医学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束某某

等 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

拘留。 因此，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

的未来变得非常渺茫。

随后不久，有媒体报道称天

津权健俱乐部已和天津市足协

签署了托管协议，将正式更名为

天津天海俱乐部征战新赛季中

超。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显示，天津权健俱乐部目前已

正式完成更名，而在股东信息一栏

中，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依然在列，经理及执行董事均是

纪广，他还是法人代表，束长京担

任监事。

天津权健完成工商更名手续

■新闻速递

正式更名天津天海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