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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结束了在上海为期一个星期的集
训后，中国男足 8月 26日凌晨飞赴卡塔
尔多哈，正式开启 2022世界杯预选赛亚
洲区 12强赛的征程。而远在西甲踢球
的武磊，也已经从巴塞罗那启程，在多
哈与球队直接会合。

本次国足集训是从 19日正式开始，
主帅李铁依然选择在上海厚湃尔足球
公园。由于国脚们此前刚刚经历了密
集的联赛赛程，李铁有意识地降低了部
分训练日的强度，但是 12 强赛备战任
务重大，后几日球队的训练内容也由身
体恢复等唤醒训练转向技战术内容的
演练。

在即将出发之前，国足在基地特意
安排了一场内部教学赛，以检验近期集
训成果，不过李磊、王秋明、郭田雨、池

忠国等几名伤员并未上场。但他们仍
然与其他国脚一起飞赴多哈，边训练边
恢复。

唯一的变故是山东泰山队的中卫
郑铮，半路加盟的他已经提前离队。据
了解，在入选国足之前，郑铮便遭遇家
人离世的悲痛，而此次离队也是因为家
庭原因。

此行由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亲自率
团，共有 31名球员。按目前的计划，国
足与世预赛 12强赛前两个对手澳大利
亚、日本的比赛，都将在多哈进行，首战
对阵强大的“澳洲袋鼠”。所有的比赛都
采取“气泡模式”举行，球队活动将被严
格限制在酒店、训练场和球场。

“全力拼搏，力争出线。”对于国足
冲击世界杯的目标，中国足协常务副秘

书长陈永亮这样说道。而李铁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也一再为球队打气：“不是
说你实力比我强，我就没有赢你的机
会，我们会专注于每一场比赛。”

而作为三名队长之一的老将于大
宝，昨天也对记者表示，战斗即将打响，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希望我们能放下
包袱，在比赛中不管遇到什么对手，都
应该去勇敢拼搏。”

而就在 25日，西甲的西班牙人俱乐
部也官方宣布，中国球员武磊将代表中
国队征战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因此会
缺席西甲本周的第三轮比赛，无缘与马
洛卡的日本球星久保健英上演“亚洲德
比”。据悉，武磊也是在 26日启程奔赴
多哈，直接在那与国足大部队碰头。

据《新民晚报》

中国男足踏上12强赛征程
武磊将直接在多哈与球队会合

中国男足再次出征，这一次，尤为
牵动人心。

一方面，踢的是 12 强赛，直接关系
到能不能进军卡塔尔世界杯；另一方
面，这是年轻的土帅李铁头一次带队征
战大赛，能否创造一点奇迹？

难度肯定有，而且还不小。同组的
澳大利亚、日本、沙特，综合实力都要高

出一截，就连阿曼、越南这样的球队，恐
怕也是把中国队当做拿分对象。纵然
有几名归化球员的加盟，国足想要实现
突围，又谈何容易。

但正如主帅李铁所言，“你实力比
我强，不代表我就没有赢你的机会”。
适合的战术、高昂的斗志、全情的投入，
把每一场当做决战，中国队也不是没有

机会。至少，能把出线的悬念留得更久
一些，而不是早早出局。

对足球迷而言，人生就像是由世界
杯刻画的年轮，每四年一圈，循环往
复。犹记得上一次，里皮领军的国足在
最后时刻的功败垂成，无缘俄罗斯，如
今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不管如何，一
起为中国队加油吧。

全情投入
关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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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政府网 8月 26日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同意广东、香港、澳门
承办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
的函》，同意广东、香港、澳门承办
2025年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原
文如下：

体育总局、财政部、国务院港
澳办：

你们《关于广东、香港、澳门
承办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的请
示》（体竞字〔2021〕224 号）收悉。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现函复
如下：

一、同意广东、香港、澳门承
办 2025 年 第 十 五 届 全 国 运 动
会。

二、筹备和举办第十五届全
国运动会的经费主要由广东省
人 民 政 府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 政
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筹，

中央财政给予一次性定额补助。
三、体育总局、广东省人民

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
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严格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有关规定，结合
当 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实 际 ，坚 持

“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充分利用现有场馆设施，严格预
算管理，节约办赛成本，严格控
制规模和规格，全力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共同组织好第
十五届全国运动会。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国务院办公厅发函同意

粤港澳联合承办第十五届全运会

新华社南京8月26日电（记者王恒志）南
通支云足球俱乐部 26日宣布，前江苏苏宁队
助理教练曹睿即日起正式出任一线队主教
练。这也是曹睿首次出任球队主帅，他表示希
望带领支云打出漂亮的足球，取得优异的成
绩，完成俱乐部的冲超目标。

39岁的曹睿是江苏本土培养出的优秀球
员，2000赛季他在江苏舜天队开启职业生涯，
2012年退役后留队，并于 2014赛季进入球队
教练组。2020赛季曹睿以助理教练的身份随
江苏苏宁队夺得中超冠军。新赛季俱乐部停
止运营后，曹睿一直赋闲。南通支云俱乐部在
公告中称，曹睿是江苏本土新生代教练中的佼
佼者，十分具有亲和力，能够和队员们形成默
契，目前球队已在曹睿的带领下，开始全力备
战联赛第三阶段的赛事。曹睿表示，支云是一
个非常纯粹的俱乐部，球队很有朝气，不管是
球员还是整体，都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自己希
望能带领这支球队打出漂亮的足球，取得优异
的成绩，完成俱乐部的冲超目标。

2021赛季中甲联赛目前战罢第二阶段，南
通支云以 9胜 4平 5负的战绩暂列第七位。8
月 18日，支云前主帅谢晖因一条酒桌视频被
卷入舆论旋涡，22日正式辞去主教练一职。

曹睿出任
南通支云主帅

8月 26日，中国男足与澳大利亚队
的世预赛亚洲区 12强赛比赛时间正式
公布，双方将于北京时间 9月 3日凌晨 2
时交锋，比赛场地为 2022年卡塔尔世界
杯比赛场馆哈里发体育场。

澳大利亚足协 26日晚发布声明说，
随着澳男足世预赛 12强赛首场比赛的
举办地正式敲定，“袋鼠军团”已准备好
在卡塔尔多哈比赛，但仍对无法按原计

划在主场悉尼迎战中国队感到失望。
澳足协在声明中说，按照赛程，9月

2日澳男足本为主场作战，但因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比赛改在多哈举行。在此
前 40 强赛取得八场全胜战绩后，澳男
足目标很明确，就是从 12强赛突围，连
续第五次晋级世界杯决赛圈。

澳足协介绍，今年以来，他们一直
在与州政府沟通，希望能敲定 12 强赛

首个主场的举办地。但是，随着近期新
南威尔士州疫情暴发，该州首府、也是
澳第一大城市的悉尼已无法举办澳男
足与中国队的比赛。

澳足协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约翰逊
表示，这一结果令人感到失望。过往战
绩表明，主场比赛能在世界杯预选赛上
带给澳男足明显优势。

综 合

9月3日凌晨2时 国足首战澳大利亚队

相关链接

本报讯（记者 杨尔欣）8月 25日，2021年
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中国男子组选拔赛，展
开第六轮争夺。在一场关键对局中，太原棋手
赵晨宇八段击败连笑九段，豪取五连胜。

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简称三星杯），是
第一个将选拔赛和本赛相结合的赛事，并且允
许业余棋手参与其中。中国棋手在此项赛事
中战绩颇佳，在此前 25届比赛中，唐韦星、辜
梓豪、柯洁等人总计获得了 12次冠军。

今年第 26 届三星杯，中国棋手中已有柯
洁（卫冕冠军）、杨鼎新（上届四强）、谢尔豪（上
届四强）、芈昱廷（种子选手）、谢科（种子选手）
5人直接进入本赛，另外 7个本赛名额（6男 1
女）将通过选拔赛产生。

本届中国赛区选拔赛战况尤其惨烈，曾经
3次夺得三星杯冠军，被戏称为“三星杯之男”
的世界冠军唐韦星九段，6轮比赛过后仅有 2
胜，已经确定无缘本赛。

本次比赛中，22岁的太原小伙儿赵晨宇开
局不利，首战负于李维清。不过，在随后的比
赛中，赵晨宇连续击败各路好手，积分一路飙
升。8 月 25 日，对阵此前保持全胜的连笑九
段，赵晨宇仅用 60 余手棋便获得大优局面。
弈至 113手，连笑投子认负。

至此，28位参加三星杯中国选拔赛棋手，
已无人能保持全胜。在选拔赛仅剩 3轮比赛
的情况下，连笑、赵晨宇、范廷钰、许嘉阳 4人
积 10分，另外两名山西棋手丁浩、党毅飞积 8
分，有望晋级本赛。

太原棋手赵晨宇
豪取五连胜

世界围棋大师赛选拔赛

赵晨宇1999年6月出生于太原，是山西围
棋最近几年翻涌而出的“后浪”。他 6 岁开始
学棋，12 岁成为职业棋手，随后加盟江苏队参
加围甲联赛。2017年，在围甲联赛前三轮的比
赛中，赵晨宇连克时越、柯洁、周睿羊3名世界
冠军，一时间成为中国棋坛热议的话题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