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队夺首届冰壶联赛

西宁西宁站比赛金牌站比赛金牌

17岁小将商竣程

首次晋级首次晋级网球大满贯正赛网球大满贯正赛

周末看台周末看台
英超

1月14 日
20:30曼联VS曼城
23:00布莱顿VS利物浦

1月15日
22:00切尔西VS水晶宫

1月16日
00:30热刺VS阿森纳

西甲
1月15日

21:00赫塔菲VS西班牙人
23:15阿尔梅里亚VS马竞

意甲
1月14日

03:45那不勒斯VS尤文图斯
1月15日

01:00莱切VS AC米兰
03:45国际米兰VS维罗纳

法甲
1月16日

03:45雷恩VS大巴黎
足协杯决赛
1月15日

15:30 浙江队VS山东泰山

国足选洋帅工作暂无实质进展

今年首今年首期集训大概率由李霄鹏带队期集训大概率由李霄鹏带队

NBA其他战报
公牛97∶100奇才
森林狼118∶135活塞
步行者113∶119尼克斯
雄鹿114∶105老鹰
太阳97∶126掘金
火箭115∶135国王

1月13日
08:00雷霆VS76人
08:30黄蜂VS猛龙
08:30凯尔特人VS篮网
08:30雄鹿VS热火
11:00独行侠VS湖人
11:00骑士VS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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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 月 12 日凌
晨，梅西完成了自己在世界杯后的首场比
赛，同时收获了个人 2023 年的首粒进球。
在法甲第 18 轮对阵“副班长”昂热的比赛
中，大巴黎以2∶0获胜，梅西攻入了锁定胜
局的一球，这是梅西在 2023 年的首战，也
是他自 2019 年以来首次在自己的新年首
战中取得进球。大巴黎赛后也通过官方
发文的方式庆祝了梅西的回归和进球，双
方的合同将于今年夏天到期，续约与否成
为了大巴黎和梅西之间在 2023 年的头等
大事。

世界杯后，梅西回到阿根廷享受了一
段悠闲假期，此役是他回到巴黎的首场比
赛，俱乐部没有在主场举办庆祝仪式迎接
他的归队，但在赛前现场播报员播报球员
名单时，全场球迷已经送上最热烈的欢呼
声和掌声，对这位新科世界冠军表达敬意
和欢迎，在大巴黎主帅加尔蒂埃看来，球迷
的这一举动温暖了梅西的内心。最终，梅
西用一个进球开启了自己在 2023 年的征
程，赛后他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晒出了本场
比赛的照片记录下这个新的开始，他也获
评本场比赛全队最高分。

为梅西送上助攻的穆杰莱接受采访时
表示拥有一个快乐的梅西对于大巴黎来讲
至关重要，“我很高兴能够助攻梅西，特别是
在他刚刚从世界杯归来的时候。我能感觉
到他很开心，世界杯前他就已经是这样的状
态了，如今赢得世界杯的他更高兴了。希望

他能够继续拿出这样的表现，因为那会在赛
季结束前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个进球是梅西代表五大联赛俱乐部
在各项赛事中打入的第696球，在这个数据
上已经追平了 C 罗。根据加尔蒂埃的描
述，梅西在归队后的训练中身体状态很好、
动作轻盈，很显然假期中的梅西依然对自
己的身体和状态做了自律严格的管理。尽
管加尔蒂埃告诉梅西要在比赛中随时关注

自己的身体和体能状况，但是他依然打满
了整场比赛。

加尔蒂埃坦言球队在有梅西和没有梅
西的情况下，呈现的面貌是不同的。带着
世界杯冠军的光环回归大巴黎阵中，又收
获了时隔4年的新年首战进球，梅西的2023
年算是顺利启程了。而对于大巴黎来讲，
如何推进和梅西的续约，成为了当下的工
作重点之一。

梅西五大联赛进球数追平C罗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1月12日，由国家体育

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冰壶协会、青海省
体育局主办的首届中国冰壶联赛（青海西宁多巴
站）落下帷幕，在三个项目中青海队夺得混双项
目金牌。

记者了解到，西宁站比赛为期7天，包括国家
集训队在内的北京、黑龙江、哈尔滨、吉林、内蒙
古、青海、上海、天津等24支队伍重装上阵，向着
联赛年度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刺。

中国冰壶联赛的精心打造和正式推出，是体
育总局冬运中心、中国冰壶协会创新冰雪项目办
赛模式，构建社会化办赛体系的重要尝试，也吹响
了冰壶项目备战2026年米兰冬奥会的集结号。本
届冰壶联赛以冲刺2026年米兰冬奥会为目标，是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我省举办的最高规格的
冰壶赛事，对持续扩大冰壶运动影响力，提升冰壶
运动整体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7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混双项目决赛
中，青海省冬季户外中心运动员孟庆辉、张渝洁
获得冠军；输送中国队运动员许鑫、李永洁获得
亚军（代表中国集训队）。同时，女子金牌被哈尔
滨女队拿下，男子金牌则由哈尔滨男队夺得。至
此，这场为期一周的冰上“围棋”在青藏高原的西
宁拉下帷幕。

比赛结束后，进行了闭幕式和颁奖典礼。

本报综合消息 1月12日，考虑到国足
新周期备战与竞赛任务的重大，中国足协
计拟选聘业务能力优秀、了解亚洲足球，且
能迅速上手的外籍教练接手球队，不过受
各类客观因素影响，截止目前，选帅工作尚
未取得实质进展，在这种情况下，原计划于
农历春节之后展开的国足 2023 年首期集
训，有可能仍由现任本土主帅李霄鹏带队
进行。至于外籍新帅能否到位、何时到
位？目前并无确切说法。

赛历显示，中国男足将于今年内分别
参加2026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
赛事、2023年亚洲杯决赛阶段赛事。而在
去年3月底结束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12强
赛征程后，国足至今已“赋闲”超过9个月。
为了协助国足做好重建，从而为今年各项
大赛冲击打好基础，中国足协去年下半年
就已经开始拟定新周期国足的备战计划。
按照去年12月初在海口举行的国家队备战
（冬训）工作会议期间推出的方案，中国男

足拟从今年开始恢复参加国际热身赛。球
队年内首期集训拟安排在农历春节之后展
开。如一切顺利，球队还将于3月下旬做客
新西兰，参加两场国际热身赛。

国足在结束上一周期备战与竞赛任务
后，新周期由谁来带队？目前官方渠道并
没有给出确切说法。不过，鉴于球队在上
一周期内遭遇的种种经历及教训，中国足
协经综合考虑后，初步决定邀请业务水平
优秀、了解亚洲足球、能够迅速上手的外籍
教练来接手国足。

但选用洋帅不可能由合作任何一方一
厢情愿，双方能否建立合作关系，需要经过
深入沟通并取得共识。在此之前，有消息
显示，包括分别率领伊朗队、韩国队、塞尔
维亚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的奎罗斯、保罗·
本托、斯托伊科维奇以及曾经率原江苏队
夺得2020赛季中超联赛冠军的奥拉罗尤，
都是国足选帅的理论候选目标。

据了解，由于斯托伊科维奇、奥拉罗尤
均与现东家有约在身，接手中国队的可能
性基本不存在。至于另外两人中，奎罗斯似
乎更符合中国足协的选帅标准。不过截止
到目前，选帅工作受客观因素影响并没有取
得实质进展。甚至关乎合作前景的各方“面
聊”都暂未进行。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影
响选帅工作的因素来自多方面。比如候选
教练的薪资待遇标准、合作双方在组队模
式带队理念上是否一致、双方对带队目标
能否达成共识等等。这些工作处理起来需

要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外籍教练
春节前接手中国队的可能性已经不大。

但国足的备战工作的启动刻不容缓。
一方面，已经久疏战阵且长时间缺席备战
的国足在多名老将淡出已成定局的背景
下，需要尽快完成重组，储备体能并通过量
足质高的热身赛磨合阵容阵形是必须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球员，还是中方教练人员
在代表俱乐部或本单位辛苦工作了1年后，
大多会选择在春节前后，也就是俱乐部新
赛季备战启动前休整一番，如果国足确认
农历新年组队，那么春节前，球队有必要确
定一份基础人员名单，并通知他们提前做
好参加集训的准备。由此可见，无论外籍
教练能否到位，中国队客观上都需要尽快
启动备战。

在外籍新帅暂无法到位的情况下，本
土教练牵头负责国足新一期集训组队及
带队工作已经是大概率事件。值得注意
的是，截止到目前，中国足协并没有官方
宣布国足主帅易人，这意味着，率队参加
卡塔尔世预赛 12 强赛最后四轮比赛的本
土教练李霄鹏目前仍是球队严格意义的
主教练，如果球队新年首期集训由本土教
练带队，那么李霄鹏成为首选合情合理。
如果李霄鹏确认继续带队，那么他的身份
有可能暂时不变，亦有可能调整为中方教
练组长或国家队技术总监。至于外籍教
练最终能否到位，何时到位，也要视选帅
工作的进展情况而定。

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北京时间
1 月 12 日 ，NBA 常 规 赛 进 行 了 八 场 争
夺。焦点战中，凯尔特人依靠塔图姆和
布朗的联手发挥以 125∶114 战胜鹈鹕，收
获四连胜。灰熊在莫兰特的带领下以
135∶129 力克马刺，豪取八连胜。

东部榜首凯尔特人坐镇主场迎战鹈
鹕。开场后两队就开启对攻模式。次节

鹈鹕进攻突然哑火，凯尔特人趁机打出
一波 9∶0 的攻势，半场战罢他们以 64∶58
领先。

易边再战，布朗发威单节砍下 18 分，
鹈鹕则是多点开花紧咬比分，双方依旧
打得难解难分。不过在第三节末段，鹈
鹕进攻效率开始下降，被凯尔特人再次
拉开比分。末节比赛未生波澜，凯尔特
人笑到最后。

此役，布朗砍下41分及12个篮板，塔图
姆得到31分。鹈鹕的麦科勒姆拿到38分。

灰熊在与马刺的比赛中迎来了当家球
星莫兰特的复出。莫兰特复出后状态不
错，联手贝恩接连取分，帮助灰熊在次节反
超比分。下半场莫兰特继续发力帮助本队

保持领先，顽强的马刺则不断迫近比分，随
着马刺连续三分球不中，灰熊有惊无险地
拿下胜利。

本场比赛，灰熊的莫兰特砍下38分，马
刺的约翰逊拿下24分。

“双探花”发威凯尔特人胜鹈鹕 莫兰特复出灰熊力克马刺

新华社伦敦1月11日电（记者 张薇）北京时
间1月12日，英超卫冕冠军曼城英格兰联赛杯四
分之一决赛中以0∶2不敌南安普敦，无缘半决赛。

多线作战的曼城本周末就将在英超赛场迎
来同城大战。当日面对在英超排名垫底的南安，
曼城的首发阵容自然有所保留。不过，开场30分
钟内就被对手连进两球，还是让曼城主帅瓜迪奥
拉难以接受。他下半时将德布劳内、哈兰德等多
名主力派遣上场，但最终曼城未能改写比分。

第23分钟，南安右路断球后快速推进，由马
拉中路包抄打门得手。五分钟后，主队再次发动
快速反击，杰内波禁区外世界波破门，将比分扩
大至2∶0。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北京时间1月12日，
在2023年澳网资格赛决胜轮中，中国17岁小将商
竣程以6∶3和6∶4击败匈牙利选手皮洛斯，成功从
资格赛突围，职业生涯首次跻身大满贯正赛。

至此，商竣程将携手张之臻、吴易昺参加澳
网男单正赛，这是历史上首次有三名中国大陆男
单选手参加网球大满贯正赛。中国大陆的7位女
将也将在女单正赛中露面。

商竣程首盘比赛率先以6∶3拿下，第二盘一
度局数以5∶1领先，并获得赛点，不过他此时发球
和回球质量有所下滑，不但错失赛点还连丢 3
局。经过局歇后，商竣程这次在发球胜赛局经受
住了考验，以6∶4取得比赛胜利。

2023年澳网比赛将于1月16日至29日在澳
大利亚墨尔本举行。

曼城止步联赛杯八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