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30 日袁
河南建业队球
员陈灏 渊前冤在
训练课上遥 当
日袁中超河南建
业队在位于郑
州的建业足球
训练基地举行
以体能恢复为
主的训练课遥

李嘉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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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长安号助力
西安奥体中心建设

近日袁西安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内专用的预
制橡胶跑道袁搭乘中欧班列野长安号冶袁从欧洲
顺利运至西安遥 这批跑道即将启动铺设安装袁
确保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要要要西安奥体中
心 6 月 30 日按期完工遥

据介绍袁 若按原计划采用海铁联运方式袁
运输全程需 50 天左右遥 由于奥体中心工期紧袁
最后决定采用野长安号冶运输袁全程约 20 天袁保
证项目按期完工遥

西安奥体中心总建筑面积 52.56 万平米袁包
括野一场两馆冶院一座 6 万人的体育场尧一座 1.8
万座位的体育馆和一座 4000 座位的游泳跳水
馆遥 2017 年 10 月开工建设袁2019 年底实现主体
完工袁将于今年6 月 30 日完成竣工交付遥 高炳

“棋”心协力
南北国象对抗赛开赛

2020 年首届野棋冶心协力南北国际象棋明
星棋手网络对抗赛 3 月 30 日开赛袁 本次对抗
赛设计别出心裁袁八轮比赛每轮都将以匿名形
式对决袁参赛棋手在该轮过后才会揭晓遥

据介绍袁赛事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筹建南
方队尧北方队教练团队袁教练团队再组建各自
队伍遥 南方队教练为余少腾尧赵兰袁北方队教练
为王青伟尧宁春红袁两支队伍各由 8 名棋手组
成袁男子 5 位袁女子 3 位袁其中包括野40-50 后冶
棋手一名袁野60-70 后冶一名袁野80 后冶两名袁野90
后冶两名袁野00 后冶两名遥

8 轮比赛由教练团队安排上场人选袁 一人
只能上场一次遥 双方均以剪影和昵称出战袁不
仅观众袁对手也不清楚棋手是谁袁比赛结束后
将连线棋手并揭晓棋手姓名遥 郑直

大体联宣布
成都大运会将延期两天

国际奥委会北京时间 30 日晚宣布了东京
奥运会新的开幕日期遥 随后袁国际大学生体育
联合会也表示袁 原定 2021 年 8 月 16-27 日在
中国成都进行的第 31 届大运会延期两天袁调
整后的比赛时间为 8 月 18-29 日遥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发表的声明中写
道院野我们支持东京奥运会新的日程遥 国际大体
联将维持 2021 年在成都举办的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遥 应当地组织者要求袁原有的开幕时间被
延后两天遥 冶

国际大体联主席奥列格-马迪钦表示院
野2021 年的夏天将是高水平运动员竞争的时
期遥 许多奥运会选手也会参加大运会袁他们有
机会同时备战并参加这两项赛事袁而且两项赛
事都是在亚洲举行遥 冶

据悉袁 成都大运会预计将有来自超过 150
个国家或地区的 10000 余名运动员参加 18 个
大项的争夺袁11 天的比赛将产生 269 枚金牌遥

赵欣悦

近来袁中国足坛名宿范志毅在社
交媒体上开直播玩抖音袁在与球迷互
动的过程中袁他还透露出自己险些与
英超豪门利物浦结缘的经历遥野无视冶
利物浦递来的橄榄枝袁中国足球的历
史里袁他说第二袁恐怕没人敢争第一遥

野球要输得起冶
不知不觉间袁横刀立马的野范大

将军冶已经年过半百遥提起范志毅袁很
多埋藏在中国足球历史中的记忆片
段袁便又清晰了几分袁但很多球迷第
一时间想到的袁总是那句振聋发聩的
话院野中国足球脸都不要了遥 冶

这句话要追溯到 2013 年 6 月
15 日遥 那一天袁国足在家门口丢尽了
脸面遥在合肥进行的一场国际友谊赛
中袁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1:5 负于半
主力阵容出战的泰国队遥 赛后袁前国
脚范志毅接受采访时怒批国足院野中
国足球脸都不要了浴 冶并表示院野再这
样下去连越南都输了遥 冶

范志毅的这句话流传了多年袁每
当国足失利之时袁球迷都会把它搬出
来袁嘲笑一番野扶不上墙冶的中国足球遥

在最近的直播里袁范志毅表示这
番话有些断章取义袁 不过他同时也
称院野输球没关系袁但要输得起遥 冶

野你在自己家门口输 1院5袁 这 5
个球怎么让人进的钥 输比赛没关系袁
但是这个球你要输得起遥怎么输这样

的球袁你穿国字号的衣服袁自己的球
门让人这样打进去袁让人晃倒了在地
上打空门打进袁所以说才有当时这样
一段话遥 冶范志毅这样解释道遥

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冶
除了和网友聊中国足球袁范志毅

在直播中还谈到了退役之前的足球
生涯袁他透露袁自己险些就进入英超
球队利物浦遥 但是为了参加 2000 年
的亚洲杯袁范志毅放弃了这个机会遥

据悉袁 由于当年的亚洲杯在 10
月中旬进行袁 正好和英超赛季冲突遥
加入利物浦的条件是范志毅不能参
加亚洲杯遥

野利物浦给我合约的前提是不参
加当时的 2000 年亚洲杯袁 这点我是
做不到的袁毕竟我是中国人袁国家利
益高于一切遥 你们就默默为我鼓鼓
掌袁 曾经也给利物浦看到过袁 我就
OK 了遥 冶范志毅感慨道遥

很多球迷都记得袁范志毅曾在英
甲球队水晶宫效力袁在那里袁他不仅被
评为队内的年度最佳球员袁 还担任过
该队队长遥利物浦向他伸出橄榄枝袁也
从侧面反映出野范大将军冶的实力遥

在拒绝利物浦之后袁范志毅如愿
出现在亚洲杯的赛场上遥他和球队一
起杀进四强袁最终获得第四名的好成
绩遥 2001 年袁范志毅荣膺野亚洲足球
先生冶遥随后袁他带领国足在世界杯预

选赛十强赛中脱颖而出袁 成功杀入
2002 年的世界杯遥

日韩世界杯结束后袁范志毅退出
了国家队遥 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袁范
志毅也结束了留洋生涯回到国内袁并
于 2006 年宣布退役遥

虽然离开了赛场袁但范志毅一直
没有远离足球遥 他开始向教练转型袁
并且担任过上海东亚队的主教练遥

时间一晃而过袁如今的范志毅已
经到了野五十而知天命冶的年纪遥上了
年纪的他退出一线工作袁但还是一如
既往地在传播他的野足球正能量冶遥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袁他作
为上海老克勒明星足球队的代表袁向
处在防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捐赠共计
1 万只口罩遥 范志毅表示袁现在正是
他们回馈社会的时候遥野身为足球人袁
平时得到了外界很多支持袁现在到了
站出来回报社会的时候遥 我一直在
说袁足球应该是正能量袁希望我们这
些老甲 A 的球员能够做出榜样袁在
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袁 增强凝聚力袁共
同战胜疫情遥 冶 手持捐赠证书的范志
毅这样说道遥

心直口快袁豪爽洒脱袁多年之后仍
是范志毅身上鲜明的标签遥尽管岁过半
百亦堪当壮年袁他还有许多许多时间可
以用足球语言传递爱与感动遥 当然袁所
有人都知道袁 要想让这份陪伴更有意
义袁中国足球的未来袁才是关键遥 杨磊

中国举重队 28 日在日常训练的场
馆内举行了一场高水平的达标测试赛袁
检验近期训练成果袁奥运冠军吕小军和
石智勇都举出超世界纪录的重量遥 由于
中国队近期都在封闭训练袁因此本次测
试赛也是一场关门比赛袁但是通过网络
进行直播遥

记者从网络直播上看到袁男队的总
体表现好于女队袁所有男运动员全都顺
利完成比赛袁女队则有三人因为抓举或
挺举三次全部失败导致没有总成绩遥 在
男子 73 公斤级比赛中袁石智勇抓举举起
170 公斤袁总成绩达到 364 公斤袁均超世
界纪录遥 36 岁的老将吕小军表现稳健袁
在 81 公斤级比赛中以 174 公斤和 379

公斤分别超出该项目的抓举和总成绩世
界纪录遥 由于本次测试赛不要求运动员
减体重袁因此他们的超世界纪录成绩只
是参考值袁但也足见冬训期间中国队的
备战厚度遥

中国队在网络直播的文字介绍中
说袁 面对东京奥运会延期给队伍带来的
挑战袁队员们野迅速调整思想和精神状
态冶袁中国队野目标不变尧节奏不乱尧管理
不松尧为国而战袁已经开始了新的备战征
程冶遥

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举重馆里袁
共有男子 8 人尧女子 11 人分别参加男子
6 个级别尧女子 7 个级别的比赛遥 参赛选
手全部为国家队一线选手袁其中包括奥
运冠军吕小军尧石智勇和邓薇袁以及世
界冠军谌利军尧 侯志慧和李雯雯等人遥
举重馆的中央是一个正规的比赛用举
重台袁参赛选手身后的墙上悬挂着一面
巨幅国旗遥

近期养伤的邓薇在女子 64 公斤级
比赛中只参加了抓举比赛袁为了保护受

伤的胯部袁她放弃了挺举比赛遥
有意思的是袁 本次比赛全部由国家

队野自力更生冶组织袁裁判由前国家队男子
总教练吴数德尧 前女子总教练李顺柱担
任袁国家队的外籍体能教练团队成为特别
的加重员袁科研团队则是检录员袁他们已
经和国家队一起封闭训练了两个月遥

中国队曾计划 4 月在浙江江山举行
奥运选拔赛袁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
取消比赛遥自 1 月底至今袁封闭训练中的
国家队全体人员每天过着训练馆尧运动
员公寓的两点一线生活遥 国际举重联合
会在近期的东京奥运会资格赛也因疫情
几乎全部取消或延期袁好在中国队已经
提前获得所有奥运资格遥 刘阳

“半百老人”范志毅

曾是拒绝利物浦的中国第一人

中国举重队备战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