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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娱 11

北京时间6月26日0时，2019
年女足世界杯1/8决赛，中国女足
和意大利女足的比赛在蒙彼利埃
的莫桑球场展开。最终意大利女
足2比0淘汰中国女足，时隔28年
再进8强。中国女足7次出征世界
杯，首次未能打进8强也是球队参
加世界杯正赛历史以来最差战
绩。至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的参赛球队全部被挡在了本届世
界杯八强之外。亚洲的五支参赛
球队全部被挡在八强之外。这在
女足世界杯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此次女足世界杯8强，有7支来自
欧洲，唯一来自其他大洲的就是
卫冕冠军美国队。

中国女足昨日不敌意大利队被淘汰中国女足昨日不敌意大利队被淘汰，，女足世界杯女足世界杯88强出炉强出炉

2019年6月27日
星期四

“王炸”组合世界杯颗粒无收
王霜：自身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

作为本届世界杯进攻端最为火爆
的球队之一，这支以尤文女足与米兰女
足为班底的意大利女足三场小组赛疯
狂打进7球，并且没有一粒运动战丢球，
攻防两端非常均衡。意大利女足在进攻
端完全压制三场小组赛仅进一球的中
国女足。

中国女足上半时防守端出现了几
次失误，给了对手多次机会。第14分钟，
意大利女足从右路进攻，由贾辛蒂跟进
补射首开纪录，1比0。失球后的中国女
足越打越生猛，创造出了得分机会，李
影的头球是最接近得分的一次，但可惜
打在越位的王珊珊身上变线，被立柱拒
绝。换上杨丽后，中国女足前方多了一
个支点。但比赛第49分钟中国女足再次
丢球，替补登场的加利一脚低射直蹿死
角，最终中国女足 0 比 2 不敌意大利女

足，无缘8强。
不得不承认，三场小组赛仅收获一

粒进球的中国女足在进攻端问题比较
突出，中国女足控球率、射门数、角球等
数据优于意大利，但进攻办法单一、绵
软缺乏有效打击，中国女足就是撬不开
对手的大门。王霜与王珊珊组成的“王
炸”组合在本届世界杯颗粒无收，这也
是中国女足本届世界杯进攻端低迷的
重要原因。而中国女足头号球星王霜因
发挥欠佳，曾被女足主教练贾秀全毫不
客气地批评：“我的球队不需要球星”。

然而，王霜的低迷有着多方面原
因，她的创造力和大局观被欧美球队
视为珍宝，女足世界杯这几场比赛，王
霜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但由于长时间
在法国踢球，跟队友之间的磨合太少，
默契度渐渐消失，本来可能是一次非
常精彩的威胁传球，在中国队却往往
变成了传球失误。在前三场女足世界
杯小组赛和本次比赛中，这样的画面
其实数不胜数。

赛 后 ，王 霜
流下了眼泪，“我
们在小组赛都表
现不错，踢出了
我们的精神面貌
和技术状态，但
这场比赛我们没
有踢出自身的状
态和霸气。”对比
中国队和意大利
队的表现，王霜
认为，“意大利全
体球员都做出了
敢于比赛的技术
状态，能够很享
受地去投入到比

赛当中，展现出自己的技战术和个人
特点。我们有些紧张，不敢拿球和传
接，更多的还是自身的精神状态出现
了问题。”

意媒给中国女足打分：不及格
贾秀全：水平提高需要几代人

过去20年，意大利女足虽然一直游
离在世界杯大门之外，但从草根到联赛
到国家队层面，一直在健康自然地发
展。意大利发起了女足甲级联赛。20 年
默默耕耘，意大利女足培养出了大量优
秀球员，意大利女足主帅贝特里尼赛后
提到，意大利有24000名注册女足球员，
而中国的数字只有意大利的十分之一
左右。当意大利女足再次亮相世界杯舞
台，赫然已是一支强队。

意大利媒体《米兰体育报》在赛后
给两队进行了打分评点。意大利7.5分，
中国5.5分（6分为及格），评论中国女足

“我们等着中国奉献不同的比赛场面，
袭击能力更强，强行占领的欲望更强。
但徒有控球，钢铁防线融化了。”给贾秀
全 5.5 分：“战术设计和经营还不错，但
看到无数次传中都被我们中后卫化解
时，没有一个B计划！”选择中国最佳球
员是10号李影，“右路很有威胁，站位和
跑位聪明，活跃在我们两条线的中间地
带制造大量麻烦，我们左后卫巴尔托利
吃力但还算合格地黏住她。”

《米兰体育报》表示，中国最差是队
长吴海燕，“她的偶像、我们很多足球人
的偶像卡纳瓦罗给她送去祝福，但远远
不够。第一个失球两次卡位错误，还有
许多严重的选择性错误。”给王霜 5.5
分，“积极寻找地面手术刀传球，可‘女
梅西’的左脚这次像天鹅绒一样轻飘

飘，太轻了，也经常跑空。”意媒给出
及格线以上的还有彭诗梦、张瑞、和
7 分高分的韩鹏，“右路能送出威胁
传中。”

贾秀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足球就是这样，看谁先犯错误。世界杯
是一个大舞台，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
身差距。足球水平的提高需要几代人，
而不是我一个人，更何况我水平有限。
输球是主教练的责任，队员们都是好样
的。姑娘们练得很多，很努力，很自觉，
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球队这一
年来起伏比较大，我也看了美国、法国
的比赛，她们也有起伏。这是女足自身
的特点，我也在摸索，如何解决这个世
界性的难题。我们教练组很清醒，接下
来会好好总结。”

亚洲球队已经“全军覆灭”
欧洲球队全面崛起

蒙彼利埃不相信眼泪。遗憾之余，
中国女足也该痛定思痛。如今的中国女
足不仅与世界强队之间的差距越来越
大，也无法与鼎盛时期的那支“铿锵玫
瑰”相比。那时的中国女足有孙雯、刘爱
玲这样既有特点、又有技术的球员，而
今天中国女足的落后也是青训不力的
缩影。

而随着日本女足1比2不敌荷兰女
足被淘汰后，亚洲球队“全军覆灭”，8强
球队有7支来自欧洲，唯一来自其他大
洲的就是卫冕冠军美国队。早些年的女
足世界格局中，美洲和亚洲一直是传统
豪强，但本届女足世界杯就能看出，世
界女足的格局已不再是美洲球队和亚
洲球队的天下。经过多年发展，欧洲女
足已经全面崛起！

此前，朝鲜是传统强队，获得过世
青赛亚军。日本女足在2011年斩获世界
杯亚军，中国女足获得过世界杯和奥运
会亚军，澳大利亚也实力不俗。但本届
女足世界杯，韩国女足和泰国女足小组
出局，泰国女足还遭遇0比13的历史性
惨败。澳大利亚在首轮淘汰赛中点球不
敌挪威，中国女足和日本女足也都倒在
了 1/8 决赛，而且都是被欧洲球队“团
灭 ”。在日本队被淘汰出局之后，亚洲
的五支参赛球队全部被挡在了本届世
界杯八强之外。这在女足世界杯历史上
也是第一次。

荷兰、意大利等欧洲女足的崛起，
反映出世界女足运动正在发生的重心
偏移。众所周知，亚洲和北美地区女足
运动开展比较早，一度曾经领先欧洲，
但欧洲女足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她们有
着严密的技战术组织，丰富的青训经
验，加上欧洲女性相对亚洲女性天生的
身体条件优势，这会让亚洲女足面对欧
洲女足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从这个意
义上讲，亚洲足球的日渐式微恐怕是不
得不接受的尴尬事实。

据了解，昨天赛后，中国女足连夜
整装了行李。随后她们将搭机离开蒙
彼利埃赶往巴黎。然后，再从巴黎搭
机，动身离开法国回国。“铿锵玫瑰”的
2019 法兰西之梦，戛然而止。对她们中
的一部分队员，或许这是生涯最后一
届世界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综合整理

昨天凌晨，国际奥委会
在瑞士洛桑召开的第134次
全会上表示，原则性同意
2024 年巴黎奥运会增设霹
雳舞（Breaking）、滑板、攀岩
及冲浪四个大项。但尽管最
终是否正式通过还需经过考
察与评估，预计将于2020年
12月做出决定，但按照以往
惯例，只要不出意外情况，那
么这些项目已经基本锁定奥
运会资格。

今年初，巴黎奥组委向
国际奥委会提议在 2024 年
奥运会上新增四个项目，但
实际上只有霹雳舞算真正意
义上的新项目，因为滑板、攀
岩和冲浪都将在明年的东京
奥运会上亮相。其中，霹雳舞
更是因为时代赋予的特殊
性，在中国受到更大的关注。

霹雳舞是一种难度较
高的街舞舞步，比较重视舞
步技巧性，各种地板动作考
验舞者运动能力与舞技，技
术含量高且赏心悦目。1970
年代起源于美国纽约布朗
克斯区。霹雳舞者曾经被看
做是“不务正业”的人，但
2018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青
奥会就已经将其纳入正式
比赛项目。

在年初巴黎奥组委提议
霹雳舞入奥时候，就有很多
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呼唤
著名演员孙红雷，这当然不

是后者“颜值高”，而是在跳
霹雳舞这件事情上，孙红雷
的确曾经做到中国顶峰。把
时间倒回 30 年前，1988 年
12月，孙红雷正在哈尔滨读
高二，受到那部美国电影

《霹雳舞》的影响，18岁的他
常常晚上逃课去哈尔滨青
年宫跳舞，并在重庆市举办
的全国第二届霹雳舞大赛
中获第三名。在当时的“时
髦”年轻人圈子里，提到“霹
雳王子”孙红雷，不比他现
在“颜王”的外号逊色多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曾经采访中国体育舞蹈联
盟秘书长苏洁，后者表示，霹
雳舞在中国开展得很不错，
一直都有比较固定的霹雳舞
爱好者群体，而且数量还不
少，“从我们联合会来说，在
去年就已经正式将这个项目
列为体育项目来开展，去年
阿根廷青奥会，我们还有位
选手商小宇闯进了男子组八
强。我们无论从参赛、对外交
流、竞赛和办赛，以及今后的
核心人才培养，都有一系列
的计划，这些都是在逐步实
施的。”对于网友们比较关心
的一旦霹雳舞正式入奥，孙
红雷是否有机会参加的问
题，苏洁哈哈大笑，“也不是
没可能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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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万担仓路3号1栋1-7层大楼
5645平出租唐13541112279
●出租锦江区宏济新路5号附
101号314.74平方米84340709李

声明·公告

●双流县华阳左家湾湾中餐馆
营业执照正副本（5101226004�
96806）遗失作废。
●涂丽君的成都市市级机关集
中办公区就餐卡（编号2017L48
29）遗失，声明作废。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尊敬的李畅女士（身份证号码：
511524********0049）：
1、 因你在入职时提供不实资料
及信息、刻意欺瞒公司，严重违
反公司规章制度、劳动合同及法
律规定，故您与本公司于2018年

6月29日签订的劳动合同（以下
简称“劳动合同”，合同期限自
2018年6月29日起至2021年6月
28日）， 将于2019年6月25日解
除， 请您于2019年6月25日前完
成所有工作交接。
2、双方终止劳动关系之后，您仍
负有保守公司商业秘密的义务，
离职后不得做出有损公司名誉
或利益之行为，否则将承担由此
给公司造成的所有损失。
特此通知。
易初明通机电设备 （四川）有
限公司 2019年6月27日

●成华区婴之谷童装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831068�
78)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五丰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原法人章（姓名邹长华，上网编
号:5101008206403）遗失作废。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2010
级临床8年制，卢敏勋学生证(学
号:1085022017)遗失，声明作废
●声明： 四川圣爱特殊教育培
训中心因办学场所需重新修建，
中心将向教育局申请暂停办学，
待新楼房修好后恢复办学。特此
声明！

●中远西南物流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
5126286。 季承安法人章编号
5101095126287均遗失作废。

●石戎身份证 (号:51253419701�
2123222)于2019年6月23日遗失
●郫县梦哲洋服服饰店税务登
记证510124L21726735遗失作废。

●成都车帮办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
5MA6CL4MR56)已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无债权债务,特此声明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何华鑫《报
到证》（编号201812635300922）
遗失作废。

8强=7支欧洲队+卫冕冠军美国队

亚非拉
大溃败

1/4决赛对阵（北京时间）
6月28日
6月29日
6月29日
6月30日

03：00
03：00
21：00
00：30

挪威VS英格兰
法国VS美国
荷兰VS意大利
德国VS瑞典

两年多前，第一次征战
亚冠联赛的上海上港曾在韩
国全州世界杯球场0比5输
给全北现代队，那也是上港
队史最惨痛的失利。而昨天
再次站在这个球场，上港在
1 球落后、形势不利的情况
下扳平比分，将比赛拖入加
时赛、点球大战，并且以点球
大战五罚五中的好成绩令人
信服地在点球大战5比3淘
汰全北现代，闯进亚冠8强。
上港主帅佩雷拉赛后掩面而
泣，足见这场比赛、这次晋级
得不容易！

1/8 决赛首回合的较量
里，上港在主场面对着全北
时，开场51秒便遭到对手闪
击破门，也以0比1的比分陷
入被动。幸好王燊超攻入关
键的扳平球。这次来到全北
主场，不少人认为上港凶多
吉少。全北现代向来是横亘
在中超头上的一座大山，特
别是在全北的主场全州世界
杯球场。迄今为止，中超群雄
除了恒大，没人能够在面对

着全北时占据上风。
昨晚上港也开局不利，

第26分钟全北长传禁区，金
信煜倒地扫射远角得分，1比
0，全北领先。在逆境中，上港
球员没有放弃。第78分钟奥
斯卡左路长传，这球传得有些
高，埃尔克森在球出界前艰难
把球顶回，胡尔克侧身左脚怒
射，球打在洪正好身上弹进远
角，1 比 1，上港终于扳平比
分！双方加时赛互有攻防，最
后时刻，胡尔克都曾有机会杀
死比赛，可惜他的射门再次被
门框挡住，结结实实地打在横
梁上反弹出来。

比起之前在全州的0比
5，上海上港的表现无疑证明
了自己的成熟和进步。点球
大战，上港门将颜骏凌在第
一轮就扑出了对手的射门，
而球员们则五罚五中，牢牢
地锁定了亚冠八强的一个席
位，并将被淘汰的失落在全
北的主场留给了对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综合报道

“我最喜欢这首歌曲当
中的‘浮生梦’这几个字，觉
得特别有韵味。”谈到《锦色》
中最打动自己的歌词，妹妹
冉起脱口而出，一旁的姐姐
冉升则有些羞涩。昨日，在成
都天涯石小学的音乐教室，
伴随着优美的旋律，小百灵
合唱团的小朋友在冉升冉起
的指导下，唱出最动人的歌
曲。礼赞祖国·律动成都——

“天府之歌”推广传唱活动
中，这首由四川本土音乐人
梅尔创作的《锦色》，在流行
音乐中加入戏曲音乐元素，
别有一种成都韵味。同学们
也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仅仅
练习了两遍，便能熟练演唱。

“青城山中浮生梦，蓬山
似隔几万重……”6月25日，

“天府之歌”之《锦色》在多个
网络音乐平台上线，其中有
个版本，是来自天涯石小学
刚刚毕业的“冉冉升起”组合

演唱。这个组合是由冉升、冉
起这对可爱的双胞胎组成。
别看两人年轻小，可早已是
不折不扣的“小明星”。曾参
加过《非常6+1》《越战越勇》

《音乐快递》《快乐大巴》等央
视节目的录制。之前经过选
拔，她们参与了《锦色》的演
唱录制。所以今天回到学校，
两人客串了一把“传唱辅导
员”，与音乐老师沈杨一起，
教合唱团的小伙伴们唱这首
动听的歌曲。对于合唱团小
团员的发挥，沈杨老师也非
常满意。“对于小孩子来说，
枯燥的说教不行，需要用文
学和艺术的方式，润物细无
声一般，浸润学生的心灵。我
们可能后期还会做一些改
编，让这首更适合童声演唱，
传承正能量，用艺术的方式
感染学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礼赞祖国·律动成都

国际奥委会原则同意霹雳舞入奥
孙红雷真有可能参加奥运会

从五球惨案到点球大战丢翻全北现代
上海上港晋级亚冠八强

双胞胎小明星化身“传唱辅导员”

中国女足黯然退场 新华社发

王霜（中）赛后落泪 新华社发

大溃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