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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足联近日确认，朝鲜男足退出2022年卡
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40 强赛的争夺，国际足联
也因此对出线规则进行了相应的更改。对中
国男足来说，只要做好自己，晋级 12强赛的主
动权仍掌握在自己手中。

本次 40 强赛，八个小组第一和四个成绩
最好的小组第二将晋级 12强赛。根据国际足
联重新制定的规则，朝鲜队已经进行的比赛结
果将被视作无效。此外，40强赛结束后，其余
七个小组第二名与该小组最后一名球队之间
的赛果将不予计算。四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
二球队将按照小组积分、小组总净胜球数、小
组总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和抽签的顺序确定
排名。该调整带来最直观的变化便是原本与
朝鲜队同组的韩国队顺势登上了H组的首位。

这一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一届 40 强
赛，由于印度尼西亚队退赛，多个小组第二与
同组最后一名的成绩不予计算。当时中国队
一度处在出局的边缘，但经过一系列复杂的计
算后，最终还是成为“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
二”之一，惊险晋级12强。

在和关岛队比赛之前，中国队在A组中排
名小组第二，落后榜首的叙利亚队 8分。如果
不出大的意外，中国男足只能寄希望于以小组
第二的身份晋级。40强赛各个小组剩余的比
赛将于 5 月 28 日至 6 月 15 日以赛会形式举
行。中国男足将在苏州先后对阵关岛、马尔代
夫、菲律宾和叙利亚。根据之前的赛况，A组
小组第二之争很有可能在中国队和菲律宾队
之间展开。

尽管关岛队大概率将在全部比赛结束时
排名小组垫底，但在这一结果不能确定的情况
下，无论面对关岛还是马尔代夫，中国队都要
在获胜之余，尽可能地多取得净胜球，中国队
如果能在后两场与菲律宾、叙利亚队的比赛中
取胜，无疑将在小组第二的比拼中占据优势。
假设中国队取得四连胜，刨去与小组倒数第一
的两场比赛所获的6分，中国队将以13分结束
40强赛的征程。

在其余各组的小组第二中，绝大多数球队
最高积分均不高于 13 分，甚至有多支球队的
理想成绩仅为12分或低于12分。再加上由于
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不占用参赛名额，实际上
是五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皆可晋级，这对中国男足又是一
大利好。

综上所述，尽管这次“算术题”看上去烦琐，但中国队的
“解题方式”简单明了——拿下最后四场比赛！

（据新华社香港电）瓜迪奥拉的无腰阵 英格兰的新一代
——欧冠决赛复盘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白 旭

▲5月29日，切尔西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庆祝。当日，在2020-2021赛季欧洲足球冠军联赛决赛中，
切尔西队以1∶0战胜曼城队，时隔九年再次夺得欧冠联赛冠军奖杯。 新华社/路透捧杯

欧冠决赛以1∶0力克曼城

蓝狮时隔九年再问鼎

5月28日，宜丰县桥西乡中心小学在校园操场上举办了以“欢庆六一童
心向党”为主题的大型歌舞文艺汇演活动。同学们以合唱、歌舞等形式，演绎
了《妈妈教我一支歌》《童心向党》《宜丰谣》等歌曲。 姚丽芬摄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为庆祝建党100
周年，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加深广
大党员、干部对党的历史、党的知识、党的理
论和路线方针的认识，激发爱党爱国热情，5
月27日下午，赣州建控集团组织开展“学党
史争先锋促发展”党史知识竞赛。

此次党史知识竞赛分为必答题和抢
答题两个环节，题目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多方面内容，融知识

性、教育性、趣味性为一体。比赛中，6支
参赛队伍、30位选手踊跃答题，团队成员
间合作紧密。大家同场竞技，竞争激烈。

此次党史知识竞赛，有效地展示了集
团党史学习教育的阶段性成果，推动形成

“以赛促学、以学促践”的浓厚学习氛围。
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一
定要继续深入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洗涤
心灵之尘、激发奋进之力，牢记初心使命、
认真履职尽责，为建设“一极两地四中心”
和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唐语涵）

赣州建控集团
开展“学党史 争先锋 促发展”党史知识竞赛

知识竞赛现场知识竞赛现场

新华社里斯本5月29日电（陈柏乔）
2020-2021赛季欧冠决赛 29日在波尔图
巨龙球场举行，图赫尔率领的切尔西队
凭借哈弗茨的制胜球，1∶0小胜瓜迪奥拉
执教的曼城队，时隔九年再度夺得欧冠
冠军。

切尔西队曾在 2012 年的欧冠赛场
折桂。巧合的是，当时的“蓝军”和本赛
季一样经历了中途换帅，迪马特奥接过

教鞭后率队在英超赛场上战绩一般，但
是在欧冠决赛中却出人意料地通过点球
大战击败了拜仁慕尼黑队。而本赛季图
赫尔接班兰帕德后，不仅在英超赛场上
表现强劲杀入欧冠区，同时在欧冠赛场
上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再次将“大耳朵
杯”收入囊中。

约有 1.4 万名球迷入场观看了本场
欧冠决赛。开场第8分钟，曼城前锋斯特

林禁区内错失良机。随后切尔西前锋维
尔纳禁区内射门被埃德森轻松化解。第
42分钟，切尔西队打破场上僵局，22岁的
英格兰新星芒特中场送出精妙直塞球，
哈弗茨带球晃过了出击的埃德森后轻松
推射入空门。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 21
岁的德国国脚加盟切尔西后攻入的首粒
欧冠进球。

易边再战，曼城中场大将德布劳内

被吕迪格撞伤后无法坚持比赛，只得含
泪离场。切尔西后卫詹姆斯禁区内有手
球嫌疑，但当值主裁并未判罚点球。已
确定赛季结束后转投巴萨的阿圭罗替补
出场，仍无法帮助曼城扳平比分。最终
切尔西队在图赫尔上任后连续第三次击
败曼城，夺得队史上第二座欧冠冠军。
而首次晋级欧冠决赛的曼城队则只能无
奈接受失利的结果。

征服了英格兰足坛，却再度无缘欧洲
霸业。瓜迪奥拉的曼城队以一种悲壮和
惋惜的方式，为一个堪称辉煌的赛季，画
上了一个不够完美的省略号……

这种缺憾无疑会让球员和球迷倍感
痛心，因为“蓝月亮”的阵容厚度看上去本
有机会激发出更优化的技战术表现，去捧
起“曼城王朝”独缺的欧冠奖杯，从而向过
去 10年冲击了英足坛版图、提高了英超
观赏性、并带给世界球迷无数经典画面的
阿圭罗、孔帕尼、大卫·席尔瓦、巴洛特利、
乔·哈特和萨巴莱塔等一批球员们，送去
圆梦欧冠的慰藉。

但如德布劳内决赛前所说，竞技足球
的历史，只会铭记冠军，亚军对球员而言

毫无意义。从结局来看，曼城的完败和阿
圭罗的悲壮谢幕，体现了这种残酷。但从
过程来看，表现更为高效、攻守更为平衡
的切尔西，代表了现代足球的趋势，他们
二度捧杯赢得实至名归。

瓜迪奥拉是公认的战术大师，但在一
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西班牙名帅排出的首
发阵容，是他在执教“蓝月亮”期间的大赛
上，从未排出过的首发 11人。瓜帅的胆
量和果断令人钦佩。

但是，在先发 433 阵型中，曼城的前
场六人组，不是攻击型中场，就是边锋球
员，没有一个正牌中锋，也没有一个攻防
兼备的后腰，而两名具有中场掌控力的球
员——队长费尔南迪尼奥和西班牙后腰

罗德里，都没有进入首发。这意味着“蓝
月亮”的中前场，没有保护，没有厚度，放
眼一看，到处是特点类似的进攻球员。

战术改变下，曼城虽有高于“蓝军”的
六成控球率，但并未带来太多实质威胁，
射门和射正次数都处于下风，暴露出进攻
和中前场组织的低效。扮演“伪 9号”的
德布劳内，虽能适应“无锋阵”的战术布
置，但居于中场调度位置的京多安虽然本
赛季状态火热，但并不能弥补“无腰阵”下
欠缺的中后场衔接和鼓舞全队的领导
力。中前场球员在位置上的重叠，以及斯
特林在边锋位置上的迷茫，反映曼城当晚
在场上没有体现出英超冠军在这个赛季
进攻的流畅和犀利。

反观切尔西，自图赫尔今年1月替换
兰帕德担任主帅后，其中后场的厚度、前
场的冲击力、战术执行力和进攻效率，成
为赛季后程发力的关键。这名德国教头
让高中卫吕迪格重新成为后防中坚，并让
老将坎特重新找回全能中场的表现力。
在3421的首发中，切尔西延续着三中卫+
两翼卫的熟悉打法，中前场有保护、有调
度、有层次，再加上新星蒙特等年轻球员
的成长，他们的高效、速度和冲击力，成为
新一代“蓝军”成功的因素。

当然，这一晚的欧冠，不仅是英超，也
是英格兰足球的胜利。两支英超球队中，
不仅有世界顶级球星，也有多名英格兰新
星——21 岁的攻击型中场福登、21 岁的
右后卫詹姆斯、24 岁的左后卫奇尔韦
尔、22 岁的攻击型中场蒙特。与他们相
比，成名更早、26岁的斯特林已算老将。

当英格兰青少年队近些年屡屡在世
界杯舞台奏凯时，青训普及和联赛根基雄
厚的英格兰足球，正在迎接一个辉煌时代
的来临。 （新华社堪培拉5月30日电）

5月30日，中国队球员武磊（右四）在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当日，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

洲区40强赛中，中国队以7∶0战胜关岛队。
新华社记者 曹 灿摄

于都举办全国幼儿足球活动
本报于都讯 （李征）5

月29日，首届“新长征杯”全
国幼儿足球嘉年华活动在
于都县体育中心举行启动
仪式。启动仪式上，400 余
名家长及幼儿分两组，开展
足球热身游戏及五人制幼
儿足球比赛体验活动。

据了解，“新长征杯”全
国幼儿足球嘉年华活动是

“新长征杯”全国体育系列活
动的组成部分，是足球项目
推广的重要手段。该活动在
国家体育总局的指导下，由
全国体育运动学校联合会主
办、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支
持，旨在培养少年儿童的足
球兴趣和爱好，建立系统专
业的足球幼儿师资队伍，积
极推动体教融合发展。

中网巡回赛江西选手摘金夺银
本报讯 （李征）5 月 16

日至23日，2021年中国网球
巡回赛CTA800（日照站）在
山东日照举行，我省网球队
员获得一金一银。

据了解，江西运动员郑
妩双与北京选手丰硕搭档，

以6∶3、7∶5，总比分2∶0战胜
赛会一号种子叶秋语/汤千
慧，获得女子双打冠军。

男 子 双 打 决 赛 ，吴 昊
（江西）/肖霖昂以 6∶7、5∶7，
总比分 0∶2不敌李喆/高鑫，
获得亚军。

5月29日，德约科维奇在比赛中回球。
当日，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进行的 2021 年 ATP 贝尔

格莱德网球公开赛单打决赛中，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
以 2∶0战胜斯洛伐克选手莫尔坎，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普雷德拉格·米洛萨夫列维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