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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对决一球力克“大巴黎”

拜仁勇夺队史第六座欧冠

“大巴黎”主席：我们可以昂首离开

以灵活心态应对 中国是疫情之下可靠伙伴
——专访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

8月 23日，中国U16国家男子足球队球员向荣峻（中）在
训练中。当日，在长春集训的中国U16国家男子足球队举行
公开训练。为备战2020年亚足联U16少年锦标赛，中国U16
国家男子足球队在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净月基地展开集
训。本次集训于8月9日开始，8月31日结束。 新华社发

江西省足协杯开赛

还有一年时间，东京残奥会就将开
幕，这也是本届东京残奥会迎来的第二个
倒计时一周年纪念日。国际残奥委会主
席安德鲁·帕森斯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时表示，需要以灵活心态面对东京残奥会
举办的诸多不确定性，他同时肯定了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的筹备工作，并强调中国
是疫情之下的可靠伙伴。

“我们与东京奥组委保持着密切合
作，并就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了共识。”帕森
斯说，“其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只有当
我们能保障比赛环境的健康、安全时，比
赛才能继续推进。”

在此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帕森斯表
示，部分残奥选手面临新冠病毒时会格外脆
弱。而赛事需要达到的防疫标准是“不管是
残疾人还是健全人，都不会感染病毒”。

帕森斯称，目前国际残奥委会正与东
京奥组委、国际奥委会以及日本政府紧密

合作，保障来年赛事各项条件达标。但他
同时也承认，实际操作面临着各种不确定
性，“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移动的目标”。

“面对不确定性的唯一办法，就是以
灵活的心态应对。”他说。

帕森斯表示，目前各方为赛事勾画的
蓝图中，也包括减少东京残奥会的开支，

“为日本社会减少这样一份开支也是一种
巨大的挑战”。但他同时强调，这些工作
并不包括降低无障碍设施的标准，“这一
点没有商量的余地”。

帕森斯同时表示，在目前设想的各种
方案中，都没有闭门办赛的选项。

“我们当下没有考虑这样的方案，我们
相信观众也是残奥会至关重要的一环。赛
事的举办并不仅仅是为了残奥选手们，也
是为了世界各地（前来观赛）的观众。”

东京残奥会将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开
幕，9月 5日闭幕。六个月之后，北京冬残

奥会就将于2022年3月4日开幕。
“这样紧密的衔接是一种挑战，对国

际残奥委会及各方都是如此。”帕森斯说，
“但与此同时，从保持热度、宣传残奥运动
来讲，这事实上也带来了一些机遇。”

“我们同时也很幸运能够与北京冬奥
组委合作。早在2008年，北京就举办了一
届非凡的夏季残奥会。当面对疫情这样
的局面，我们需要一个可靠的伙伴，而中
国就是这样的伙伴。”帕森斯表示，“我们
与北京冬奥组委的关系让我们充满信心，
我们的合作也一直很有成果。因此我们
相信，我们能够最大程度上抓住挑战之中
蕴藏的机遇。”

2018 年平昌冬残奥会轮椅冰壶决赛
中，中国队通过加时局险胜挪威，实现冬
残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在平昌见证了这
一时刻的帕森斯表示，这彰显了中国发展
冬季运动的决心。

“中国的冬季运动进展顺利，也有着
远大的目标。中国也正在筹备一届可能
是史上最为卓越的冬残奥会。当中国决
定做什么事情，总能达成目标。”他说。

帕森斯同时高度肯定了中国残疾人
体育事业的发展：“我认为中国拥有覆盖
各地区残疾人体育运动的高效体系，同时
也提供了良好的体育设施。”他说，“我曾
经造访过位于北京的中国残疾人体育运
动管理中心，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残奥选
手们不仅仅是在那里训练，也在那里接受
教育培训，当他们结束运动生涯，他们是
其他残疾人眼中的表率，也是社会的优秀
一员。这样的战略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对于残疾人来说，体育不仅仅是摘
金夺银的手段，也是融入社会大家庭的重
要途径。”帕森斯说，“这也是我们期望残
奥会能够留下的遗产。”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8月23日，拜仁慕尼黑队球员和冠军奖杯合影。 新华社发

新华社里斯本 8 月 23 日电 （陈柏
乔）2019-2020赛季欧冠决赛 23日晚在
里斯本光明球场结束，德甲豪门拜仁
慕尼黑队凭借“奇兵”科曼在下半时的
头球得分，1∶0 击败巴黎圣日尔曼队，
以 11场全胜的战绩夺得本赛季欧冠冠
军。这也是拜仁队史上的第六座欧冠
冠军奖杯。

开场后双方毫不保守地展开对攻，
巴黎圣日耳曼球星内马尔在第 18分钟
的有威胁射门被诺伊尔奋力扑出。拜
仁王牌莱万多夫斯基第 22分钟禁区内
半转身射门击中门柱，“大巴黎”幸运地
逃过一劫。2分钟后，迪马利亚面对诺
伊尔将球打高，拜仁中卫博阿滕腿伤复
发被聚勒替换下场。

第31分钟，莱万小禁区内的头球被
纳瓦斯神勇扑出。第45分钟，迪马利亚
禁区内妙传，法国球星姆巴佩射门角度
太正被诺伊尔没收。拜仁半场控球率
超过六成，本场顶替佩里西奇首发的科
曼补时阶段在禁区内倒地，但裁判并无
表示。半场结束双方0∶0战平。

易边再战，双方球员对抗中动作升
级，主裁连续出示黄牌。第 59分钟，基
米希送出精准助攻，科曼禁区内头球入
网，攻入制胜一球。这位出自“大巴黎”
青训的 24岁法国国脚在欧冠决赛中攻
破了老东家的大门。4分钟后拜仁卷土
重来，科曼的射门越过了纳瓦斯，但被
巴黎队长席尔瓦在门前解围。

第70分钟，发挥出色的拜仁门将诺
伊尔用脚挡出了马尔基尼奥斯的近距
离射门。第83分钟，席尔瓦防守中踢倒
莱万被黄牌警告，替补出场的库蒂尼奥
主罚直接任意球稍稍偏出。第90分钟，
姆巴佩禁区内在越位位置的单刀射门
被诺伊尔挡出。最终拜仁 1球小胜，时
隔六年再度获得欧冠冠军。

进球功臣科曼：为旧主巴黎感到难过
新华社里斯本 8 月 23 日电 （陈柏

乔）拜仁慕尼黑队 23日晚在里斯本击败
巴黎圣日耳曼队，以创纪录的 11战全胜
的战绩夺得队史上的第 6座欧冠冠军奖
杯。在决赛中攻入制胜球的金斯利·科
曼赛后称球队夺冠是“非凡的荣耀”，也
对曾效力多年的“大巴黎”表示惋惜。

24岁的科曼表示，这是一场精彩的

决赛，拜仁在比赛中一直在向对手施
压。这位法国边锋在 8岁时就加盟了巴
黎圣日耳曼青训营，并在 16 岁 8 个月时
完成一线队首秀。被评为决赛最佳球员
的科曼还提到：“巴黎在决赛中的表现很
精彩，值得我们尊重。”

拜仁主帅弗利克本赛季率队获得
“三冠王”。55岁的德国人对媒体表示：

“这是一场彻底的团队胜利。”同时他也
对球队在防守端的态度极为满意，“莱万
在第92分钟还在积极拼抢”。

拜仁队长诺伊尔本场在巴黎众将的
进攻浪潮中力保球门不失。34岁的德国

“门神”称球队理应获得胜利，还在赛后
剪下了里斯本光明球场的球网准备留作
纪念。

新华社里斯本 8 月 23 日电 （陈柏
乔）巴黎圣日尔曼队 23日在里斯本的欧
冠决赛中不敌拜仁，无缘队史首座欧冠
冠军奖杯。俱乐部主席纳赛尔·阿尔赫
莱菲赛后表示，他依然为球员们感到骄
傲，并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昂首离开赛场。

纳赛尔谈到，球队本有希望取得两
到三粒进球，距离冠军仅有一步之遥，但

“这就是足球，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强大的
拜仁，祝贺他们夺得欧冠”。这位卡塔尔
人还表示，球队会在未来继续向欧冠冠
军奖杯发起冲击。

“大巴黎”主帅图赫尔在和德国同胞
弗利克的较量中败下阵来，赛后他颇为
不甘地表示，球队曾有机会取得进球，但
遗憾没能实现，巴黎若能率先进球，也有
机会以1∶0取得胜利。

队长蒂亚戈·席尔瓦则表示：“这是
我代表巴黎的最后一场比赛。我很难
过。我想对球迷们说声抱歉，同时也感
谢他们的支持和喜爱。”8月23日，巴黎圣日耳曼队核心内马尔在比赛后神情黯然。 新华社发

CBA联盟公布
俱乐部获得优先续约权外援名单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记者李博闻、林德韧）CBA
联盟 24 日发布关于公布俱
乐部获得外籍球员优先续约
权名单的函，俱乐部须在
CBA联盟规定的时间（另行
通知）内为获得优先续约权
的外籍球员提供续约合同。

函中指出，如俱乐部未
在 CBA 联盟另行规定的时
间内为该外籍球员提供续约
合同，则被视为放弃该外籍
球员的优先续约权。

各俱乐部获得外籍球员
优先续约权名单包括，山西
队的贾马尔·富兰克林、福建
队的泰·劳森、吉林队的多米

尼克·琼斯、同曦队的约瑟
夫·杨和盖尔雄·雅布赛莱、
广东队的克拉伦斯·威姆斯
和马尚·布鲁克斯、辽宁队的
梅奥和布兰登·巴斯、青岛队
的达柳斯·亚当斯和达卡里·
约翰逊、天津队的马尔科·托
多罗维奇和泰勒·罗切斯特、
江苏队的米罗斯拉夫·拉杜
利察和安东尼奥·布莱克尼、
四川队的安德鲁·汉斯布鲁、
新疆队的伊恩·克拉克和贾
内尔·斯托克斯、浙江队的西
尔文·兰兹博格和布兰登·保
罗、山东队的莱斯特·哈德森
和考尔佩里亚尔·哈里斯、北
控队的凯尔·弗格。

亚冠联赛将引入视频助理裁判系统
新华社吉隆坡8月24日

电 （记者林昊）亚足联 24日
表示，今年亚冠联赛从四分
之一决赛开始将引入视频助
理裁判（VAR）系统。

亚足联表示，这将是亚
足联下属俱乐部赛事首次引
入视频助理裁判系统。此
前，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四
分之一决赛开始的比赛以及
今年初亚足联 U23 锦标赛
的全部 32 场比赛均使用了
视频助理裁判。

亚足联方面表示，为了
在最小化对比赛影响的同时
获得最大收益，即将投入使
用的视频助理裁判系统将限
于 4种“改变比赛”的决定或
事件，包括进球、点球、直接
红牌和处罚对象错误。

根据亚足联先前宣布
的赛程，亚冠联赛东亚区和
西亚区四分之一决赛和半
决赛将分别在马来西亚和
卡塔尔举行，决赛将在西亚
举行。

8月 24日，天津食品集团队球员郭毅斐（左）在比赛中扣
球。当日，在河北省秦皇岛进行的 2019-2020赛季中国男子
排球超级联赛第二阶段G组比赛中，天津食品集团队以 3∶0
战胜辽宁队。 新华社发

8月 23日，瓦霍尔姆在比赛中。当日，在 2020世界田联
钻石联赛斯德哥尔摩站男子 400米比赛中，挪威选手瓦霍尔
姆以45秒05的成绩夺冠。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8月24日，由省体育局、省教
育厅联合主办的 2020 年江
西省足球协会杯，在省体育
局大院外田径场开幕。经过
激烈角逐，吉安男子U15代
表队以 3∶2 击败上饶男子

U15 代表队，取得揭幕战的
胜利。

接下来一周的时间里，
在省体育局大院外田径场和
南昌三中青云谱校区，男子
U15和女子U15的比赛将同
时开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