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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比 0客场击败马尔代夫 艾克森首战梅开二度

■劳动报记者 王卫朋

国足卡塔尔世预赛完美起航

2019 年 9 月 11 日 星期三

体育14 责任编辑 殷 莹
美术编辑 傅 睴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卫
朋）体育资源共享，助力“卓越的
全球城市”建设。9 月 10 日，上海
市体育局与上海久事 （集团）有
限公司在体育大厦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国家近期就体育工作出台了

多个“顶层设计”文件。 市体育局
与久事集团加强战略合作，旨在
积极贯彻执行相关文件精神，抢
抓战略机遇，以实际行动推进上
海建设成为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市体育局将通过资源共享，
在赛事打造、场馆运营 、设施维
护、体育公共服务等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推动久事集团打造功能
性平台，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久事集团已将体育产业列入主业

范围，目前形成了以体育集团为
产业发展平台、以久体中心为 5.3
区域（上海国际赛车场区域）开发
平台的“双平台引擎”，其中对 5.3
平方公里区域，将高标准谋划发
展规划，管好体育战略储备用地，
着力打造体育发展战略基地。

在体育场馆建设管理和委

托运营方面，双方将推动全市大
型体育设施的规划布局和功能

升级 ，对标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
标准 ， 积极推进徐家汇体育公
园、市民体育公园和浦东足球场
的建设和管理事项 ；探索 “政府
建、企业管”模式，推进体育场馆
管理体制改革和运营机制创新，

包括东方体育中心、徐家汇体育
公园等相关场馆的委托运营管

理工作。
在赛事引进、培育和运营方

面，市体育局将加大力度引进与
“卓越的全球城市” 相匹配的顶
级赛事，支持久事承办更加丰富
的赛事，并巩固培育自主品牌赛
事，加快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和世界一流国际体育赛事之都。
同时，市体育局将在赛事协调和
运营方面予以久事政策扶持，在
办赛期间， 协调各方职能部门，
保障赛事有序进行。

在上海久事篮球俱乐部后

续发展方面，平稳有序完成俱乐
部收购后的久事男篮正以提升

战绩为核心，努力重铸上海男篮
辉煌。 双方明确，市体育局将继
续支持俱乐部发展，现有支持力
度不减，并研究推动俱乐部发展
迈上更高水平的政策措施，积极
创造良好环境 ， 包括俱乐部主
场、基地选址和建设等事项。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将每年
举行两次定期会晤，商讨制定上
海体育发展重点领域和重点项

目规划 ； 建立重点项目通报制
度，针对重大项目推进 ，召开专
题会议，沟通工作思路 ，制定工
作计划，推动项目落地 ；建立日
常工作联络机制，共同把体育产
业作为民生发展相关的重要事

业做大、做强、做好。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王卫
朋）2019 上海市职工健康趣味运
动会中国象棋团体赛日前在黄

浦区工人体育馆举行， 近 30 支
队伍参加了比赛，在开展紧张激
烈的才智较量和团队角逐的同

时，以棋会友，融洽交流。 经过七
轮的激烈比拼， 胡荣华学校队、
莘庄队、国定队、上海交通大学
队、上汽集团大众队、东航 1 队、
医务工会队和老闵行队分别获

得前八名的佳绩。
此次活动特别邀请国家象

棋大师、现任上海市休闲棋牌协

会秘书长董旭彬来到比赛现场。
“董大师” 亲自与前三名队伍过
招，现场氛围十分热烈。 同时“董
大师”表示，这次总工会组织的
趣味运动会，中国象棋团体赛非
常成功，近 30 支参加了比赛，规
模相当大。

“象棋是我们国家国粹 ，也
属于传统文化，并没有随着时代
发展而淹没。 赛场上年轻的棋手
们通过这次活动不但可以切磋

棋艺，还能够增进友谊。 比赛的
棋手们虽然不是顶尖高手，但也
具备一定的基础，随着他们不断

的学习，技术会进一步提升。 我
相信象棋的明天会更好。 ”董旭
彬说。

此次活动是 2019 上海市职
工健康趣味运动会活动之一，丰
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营造
了积极健康的文化氛围，充分展
示了广大职工奋勇拼搏、锐意进
取的精神面貌。 活动不仅满足了
职工精神文化需求，维护广大职
工健康权益，提高广大职工的身
体素质，也使“体面劳动、舒心工
作 、全面发展”的工作理念进一
步深入实践，引导广大职工快乐

工作、快乐生活。
本次赛事由上海市总工会，

上海市体育局主办，上海市职工
文化体育协会承办 ， 每步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独家运营，上海
市黄浦区棋牌运动管理中心、黄
浦区总工会工人体育馆、上海枫
动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2019 职工健康趣味运动会
自 7 月起将持续至 11 月， 共设
置比赛类、展示类 、推广类三类
项目，集竞技、益智、趣味、展示
于一体，内容丰富多彩 ，能够满
足不同人群的运动需求。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王卫朋）
门球已经不是人们印象中的 “老
年运动 ”， 中学生也开始参与其
中。2019 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嘉
定·江桥杯” 门球总决赛日前落
幕， 来自全市 16 个区的共计 100
支队伍参与角逐， 赢得前四名的
队伍还获得了参加今年中国门球

冠军赛总决赛的资格。
本次比赛，最为亮眼的是松江

新桥中学门球队、青浦白鹤中学门
球队，他们均是两年前开始打门球
的初中生，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全
市性高水平门球赛事，松江新桥中
学队还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获
得了门球前辈们的关注和称赞。

随着总决赛的成功落幕 ，贯
穿 2019 年全年的上海城市业余
联赛 7 项门球系列赛事都已圆满
收官 ， 赛事全覆盖到全市 16 个
区 ， 直接参赛人数达到 1913 人
次。 据初步统计汇总， 全年有 11
个区先后多次组织举办了各类分

区赛、 预选赛、 选拔赛， 有超过
1000 支门球队参加了街镇级、区
级、市级三个层面的比赛，预计总
覆盖人数可达近 2 万人。

承办本次总决赛的嘉定区江

桥镇近年来先后新建了 365 个百
姓健身房和 8 条健身步道， 吴淞
江北岸生态休闲公园和北虹桥滨

江体育公园也已建成开放， 高潮
公共运动场 8 片门球场更新改建
工程也在今年 3 月完成并向公众
开放， 这一系列工作举措为全镇
人民“崇尚健身、参与健身 、科学
健身”搭建了更宽广的平台，成为
完善城市功能、 丰富人民精神体
育生活的重要场所。

资源共享打造全球著名体育城市
市体育局与久事集团强强联手

门球不再是
“老年运动”

董大师车轮大战前三名

上海市职工象棋团体赛激烈又有趣

中学生参与全市大赛
全年覆盖人群近 2万人

万事开头难， 面对着实力较
弱的马尔代夫队， 国足还是轻松
赢得胜利。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结束的一场 2022 年卡塔尔世预
赛亚洲区 40 强赛中，中国男足国
家队以 5 比 0 在客场击败马尔代
夫队，取得第 12 次冲击世界杯正
赛之旅的开门红， 首次代表国足
出场的艾克森梅开二度， 是当之
无愧的全场比赛一大亮点。

艾克森能唱歌敢拼抢

面对相对实力较为羸弱的马

尔代夫，国足的后防线、乃至球门
不会遭受到太大的考验。 但出于
稳定的考虑， 里皮还是派出了最
强阵容， 门将是当前的一号门将
颜骏凌， 就连两个边后卫李磊和
王刚也都以超强攻击性著称。

而在进攻端，武磊、杨旭和艾
克森组成前场三叉戟，蒿俊闵、吴
曦和池忠国在身后负责传球。 虽
然加入中国国籍的时间不长 ，但
艾克森的能力、敬业精神，在比赛
中得到充分展现。 赛前演奏国歌
的时候， 艾克森与队友一起高声
演唱， 他也依靠着更好的脚下技
术，扮演着进攻组织疏导的角色。

同时， 艾克森也将自己在中
超赛场的拼搏态度延续下来 ，对
于马尔代夫后防线的逼抢非常凶

狠，是全队进攻的桥头堡，球队好

几次有威胁进攻， 都由他这里发
起。

只为向前再向前

马尔代夫的主场也具备很强

的战斗力。 2001 年世预赛国足客
场征战这里的时候， 仅仅是以 1
比 0 小胜。 同样一片场地，马尔代
夫还曾经逼平过强大的韩国队。

开局有些紧张的情况下 ，国
足暴露出把握得分机会难的老问

题。 直到第 34 分钟，才由李磊将
球挑入禁区，吴曦头球破门。 上半
场结束前，中国队右路斜传，李磊
禁区左侧回摆，杨旭顺势攻门，武
磊在小禁区内头球接力破门 ，中
国队以 2 比 0 的比分领先结束上
半场。

从里皮带队的中期开始 ，吴

曦的位置就十分稳固。 他在比赛
中能上能下且体力充沛， 脚下技
术在国内球员中属于佼佼者 ，球
场上的拼劲和攻击球门的欲望，在
众多国脚当中也比较突出。 里皮
之所以给吴曦机会， 反而放弃了
黄博文和李可组合， 也是希望利
用吴曦的对抗能力和出球能力，让
国足在中场有更大回旋余地。

吴曦也没有辜负里皮的信

任，中国队逐渐控制住场上局势，
正是从吴曦的位置进一步前提开

始，他有了更多攻击球门的机会，
在前场与艾克森和武磊之间 ，也
有了更多的传接配合。

锋线进攻还需立体化

下半场开始后， 马尔代夫摆
出了放手一搏的态势， 给中国队
球门制造了一定威胁。 利用一次
前场任意球的机会， 他们也一度
击中中国队球门横梁。

相反， 上半场进攻比较积极
的中国队， 在下半场有些缩手缩
脚， 由杨旭和艾克森两次点球得
分。 伤停补时阶段，艾克森门前包
抄再进一球， 将比分锁定为 5 比
0。 进球之后，艾克森显得非常兴
奋，与全队每一名球员挨个击掌，
并跑到中国球迷看台，振臂庆祝。

从目前来看，艾克森的加入，
确实让国足的中前场进攻更有活

力，但艾克森既要组织进攻，又要
前插到门前得分，位置比较飘忽，
在比赛中踢得也比较疲惫。 加上
对方球员有针对性的部署， 艾克
森得到重点照顾， 球衣上的泥水
就说明了一切。

但无论是中场球员， 还是前
锋线上的武磊和杨旭， 对于艾克
森的支援还明显不够， 这也是国
足进攻相对乏力的原因之一。 如
何给予艾克森更多支持， 让进攻
变得立体化， 是里皮今后努力改
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