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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上海球迷而言，最
可惜的还是沪上双雄上港、申花
都没有拿出特别亮眼的表现。
上港卫冕失败，只拿到第三；申
花在联赛中更是成为“背景板”，
一度心忧降级。

最后一轮，当恒大和国安还
在为冠军展开暗战时，上港只能
成为看客。输掉客场与恒大的
那场“终极天王山之战”，上港等
于输掉了一个赛季的期望。事

实上，上港原本卫冕形势一片大
好，只可惜中途莫名其妙掉了链
子，面对弱旅以一波四连平将优
势拱手相让。当然，在放主力射
手武磊留洋、近几个赛季又没有
大的人员引进的情况下，上港能
保持在前三，也算是一个比较正
常的结果。

而申花的更新换代，比人们
预想得更慢一些。尽管球队为了
取得更好成绩，无论主教练还是
内外援方面都有大动作，却还是
在保级线上挣扎，收官阶段最后
四轮四连败引来众多不满，最终
第13的排名恐怕也很难令申花
球迷满意。

从下个赛季开始，职业联盟
将接管中超联赛，势必会有一系
列新政出台。而随着世俱杯确定
于 2021 年开始在中国举办，
2020年的中超冠军将获得世俱
杯参赛资格，这无疑又是一个巨
大的诱惑。上港或申花，能重新
带给沪上球迷惊喜吗？ （关尹）

最失落 上港成看客

随着漫天的金箔在天河
体育中心肆意飘舞、西装革履
的少帅卡纳瓦罗被球员抛向
空中，2019赛季中超终以广
州恒大第八次捧起冠军奖杯
而落幕。

又是一年中超季，曲终人
散犹可期。当恒大、国安、上
港在积分榜首循环上演“三国
演义”，当人和、佳兆业在降级
泥潭苦苦挣扎，当张玉宁韦世
豪们开始接棒，当曹阳郑智们
逐渐退出，这个号称“史上最
长赛季”的中超，其实也有不
少故事。

联赛一直打到最后一轮，才决
出冠军，这样的争冠形势在过去几
年中都没有出现过。城头变幻“大
王旗”，今年的中超可以说是最激
烈、最有悬念的一次。

广州恒大1日在主场3∶0轻取
心不在焉的上海绿地申花，没有给
落后2分的国安任何机会。他们拿
到的72个积分仅次于2013赛季，

但高分数并不意味着顺风顺水、一骑
绝尘，国安、上港一度都触摸到了金杯
的边缘。要不是这两支球队在大好形
势下接连失误犯错，冠军恐怕都没恒
大的事。

对国安来说，以2分之差无缘冠
军固然遗憾，但他们最终拿到70分，
超越2014赛季，再次刷新了中超历史
上亚军最高得分纪录。

最激烈 末轮决冠军

在广州富力客战河南建业的比
赛中，以色列外援扎哈维的一脚射
门击中了门柱，球队也最终以0比1
落败。没能取得进球，扎哈维显得
很是遗憾，因为他原本可以创造一
个令人咋舌的中超纪录：在一个赛
季的30轮联赛中打进30球，场均
进一球。

11月1日，扎哈维在第25轮攻

入赛季个人第29球，打破了艾克森
2014赛季创造的28球纪录，成为中
国联赛历史上单赛季进球最多的球
员。不过随后的三场比赛里，扎哈维
都没有再进球，无缘实现30+的壮举，
但这 29 球已经足够保证他笑傲群
雄。自2017年夺得金靴后，一个疯狂
进球的扎哈维再次成为中超射手群中
的“枪王之王”。

最疯狂 射手创历史

外援出尽风头，从另一个方面
也反衬出本土球员的苍白无力。事
实上，在武磊赛季初“出走”西甲之
后，中超联赛确实已经很难有拿得
出手的本土招牌，尤其是在年轻球
员方面，更是星光黯淡。

和过往大多数情况一样，2019
赛季中超的射手榜依然由外援统
治。进球数前15位中，没有一名本
土球员；前30位中，也只有韦世豪
和董学升两人上榜。

当世界主流联赛新人辈出，甚
至很多“零零后”开始登上舞台的时
候，中超涌现出的新星却凤毛麟角，

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失。尽管中国
足协为了尽可能培养新人，变着招想
出各种类似U23球员的上场保护政
策，但能在各支球队中踢上主力的年
轻人还是太少。

这个赛季，虽然也涌现出了像鲁
能的“蒿俊闵第二”段刘愚、申花的
国脚级中卫朱辰杰、恒大的中场新
希望严鼎皓等人，但整体给人的感
觉还是矮子里面拔高个。而对于很
多U23球员来说，更像是为了应付
足协的政策，否则连上场的机会都
没有。联赛为国家队培养英才，依
然任重道远。

最可惜 本土少英才

据新华社马德里 12 月 1
日电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1日
继续进行第15轮之战。巴塞罗
那客场1∶0小胜马德里竞技，夺
回榜首；西班牙人则在主场2∶4
不敌奥萨苏纳，继续深陷于降级
区中。

巴塞罗那本轮在万达大都会
挑战劲敌马德里竞技，格列兹曼
首发面对旧主。直到第86分钟，
巴萨才打破僵局。梅西与苏亚雷

斯配合后在禁区边缘劲射入网，打
入全场唯一入球，助巴萨在客场拿
到三分，并以10胜1平3负积31分
的成绩重新超越皇马，排名联赛积
分榜首位。

西班牙人的武磊当日首发出
场，并制造一记点球，助球队取得领
先。但奥萨苏纳却在此后连入四
球，最终以4∶2上演逆转。目前，西
班牙人2胜3平10负积9分，仍旧
排名西甲倒数第二。

梅西攻入全场唯一进球

巴萨小胜马竞夺回榜首
新华社伦敦12月1日电 莱斯

特城1日凭借伊海亚纳乔的补时绝
杀2:1主场击败埃弗顿，以8分差
距追随“领头羊”利物浦排名英超第
二。

刚刚送走主帅埃梅里的阿森纳
两度落后又两度追平诺维奇城，过
渡主帅永贝里声称“兵工厂”铁定进
前四。

埃弗顿当日率先进球，由理查
利森第23分钟门前抢点甩头攻门
得手。莱斯特城直到第68分钟才
扳回一球，无人盯防的瓦尔迪近距
离破网。眼看比赛就要以平局收
场，伊海亚纳乔终场补时第4分钟
左脚打门命中，尽管边裁示意越位，
但主裁“求助”VAR（视频助理裁
判）后判定进球有效。

赢球后的莱斯特城成为与利物
浦积分差距最小的球队，而他们和
卫冕冠军曼城也拉开了3分距离。
近况不佳的埃弗顿则位列倒数第
四，与降级区只有2分距离。

因为球队成绩实在难以令人满
意，阿森纳11月29日宣布与埃梅

里分道扬镳。“枪手”在前瑞典名将永
贝里的带领下前往诺维奇城，尽管两
度落后，但都是很快就凭借奥巴梅扬
的进球追平。上半场，奥巴梅扬主罚
点球被对方门将扑出，但VAR认定
主队有队员提前进禁区，奥巴梅扬二
罚命中。下半场，加蓬射手又在门前
混战中破门。

尽管阿森纳现在仅以19分排名第
八，但当被问到球队是否还能获得直接
晋级下赛季欧冠正赛资格时，永贝里信
心十足说：“是的，百分之百。就像你看
到的，有人在这里或者那里丢分，我们
也是。这个阶段联赛有点疯狂。”

诺维奇城目前以11分排名倒数第
二，比垫底的沃特福德多3分。沃特福
德当日确认，他们已在球队前一日输给
南安普敦后解雇主帅弗洛雷斯。

另外，曼联主场2:2战平“升班
马”阿斯顿维拉，14轮过后以18分排
第九。狼队1:1战平谢菲尔德联，以
20分继续列第六。与狼队同分的热
刺暂列第五。在新帅穆里尼奥带领下
取得英超两连胜后，热刺从第14爬升
至切尔西身后。

补时第4分钟绝杀埃弗顿

莱斯特城升至英超积分榜次席

12 月 1
日，巴塞罗那
队球员梅西在
进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2日公布
了2019-2020赛季第一期月度最
有价值球员，新疆队周琦和山西队
外援贾马尔·富兰克林分别当选。

本土球员周琦在前12轮的比
赛中率队取得了10胜2负的战绩，
场均得到22.6分、12.2个篮板、2.3
次助攻和2.5个盖帽。

外籍球员富兰克林在前12轮
的比赛中，出战10场，率队取得8
胜2负的战绩，场均得到31.8分、
9.2个篮板、10.0次助攻和2.1次抢
断。

对于这一荣誉，富兰克林表示：
“我很兴奋能拿到月度最佳奖项，也
很开心我们团队现在取得的成绩，
我们会团结一心，一场一场来拼。”

CBA新赛季首期月度最佳球员出炉

周琦和富兰克林分别当选

新华社伦敦12月1日电 中国
头号斯诺克选手丁俊晖1日再闯一
关，以6∶2击败乔治乌后晋级英国
斯诺克锦标赛32强。

本赛季以来多次“一轮游”的丁
俊晖11月27日顺利通过英锦赛首
轮考验。赛后他表示，期待在约克
赢下更多场比赛。12月1日再战，
丁俊晖先丢一局，但紧接着连赢5
局，实现5∶1的领先。尽管乔治乌
拿下第七局，但丁俊晖随后打出单
杆100分的当日个人最高单杆得
分，以6∶2挺进第三轮。

32岁的丁俊晖已经两年多没
有赢得任何排名赛冠军，曾世界第

一的他目前排名滑落到第16。不
过，他第三轮的对手卡特“羡慕”地
说：“丁是国家英雄，他在财务方面
没有我们这样压力。当爸爸后，他
可能会更多享受一些球台外时光，
成绩下降也很自然。”

同日，世界第一特鲁姆普6∶1
轻松战胜中国选手梅希文。前一
日，世界第二、卫冕冠军奥沙利文在
6∶0击败中国选手田鹏飞后已确定
32强资格。

另外，中国选手李行与中国香
港名将傅家俊将争夺一个16强席
位。颜丙涛、梁文博、赵心童等中国
球员也都晋级第三轮。

英国斯诺克锦标赛

丁俊晖拒绝“一轮游”晋级32强

新华社阿布扎比 12 月 1 日
电 本赛季一级方程式赛季收官战
阿布扎比站的比赛1日结束。已经
提前锁定车手总冠军的英国车手汉
密尔顿驾驶梅赛德斯赛车从杆位发
车，一路领先直至撞线，同时创造了
最快圈速，用统治性的方式为赛季
画上完美句号。

此次是汉密尔顿在本赛季赢得
的第11站胜利，他以17秒的优势
战胜红牛车队的维斯塔潘。法拉利
车队的勒克莱尔位居第三。

在2019年最终的车手积分榜
上，汉密尔顿以413分居于首位，职
业生涯第六次问鼎车手总冠军。他
的队友博塔斯以326分获得年度亚
军，维斯塔潘以278分位列第三。
在车队积分榜上，梅赛德斯车队毫
无悬念地再次夺冠，其后依次是法
拉利车队和红牛车队。

2020赛季F1将迎来创纪录的
22站比赛。其中揭幕战将于3月
15日在墨尔本举行，中国大奖赛作
为赛季第四站将于4月19日在上
海上演。

一级方程式阿布扎比站

英国车手汉密尔顿率先撞线

梅赛德斯车队车手汉密尔顿怀
抱冠军奖杯，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由国
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全
国健身瑜伽指导委员会主办的
2019健身瑜伽嘉年华暨全国健身
瑜伽授段大会于11月27日-29日
在南京举行。珠海瑜伽协会被国家
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授为全国首批段
位考评中心之一。

结合健身瑜伽项目发展现状，
此次授段大会旨在进一步推进健身
瑜伽项目标准化建设。全国100多
家省市瑜伽协会，300多家瑜伽馆

及高校1000多人参会。
据悉，在本次瑜伽嘉年华盛

会上，国内外优秀瑜伽导师、瑜
伽经营管理者、健康产业专家学
者和习练者聚集一起，接受国家
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统
一组织的技术考核，通过者现场
被授予中国健身瑜伽段位证书
及徽章。

珠海瑜伽协会通过技术考核，
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体中心授为全国
首批段位考评中心之一。

全国健身瑜伽授段大会举行

珠海瑜伽协会获授首批段位考评中心

新华社吉隆坡12月2日电 世
界羽联（BWF）2 日公布了即将
在广州举行的 BWF 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参赛名单，中国队在男单
和男双两个单项未获得满员参
赛名额。

世界巡回赛总决赛的参赛资格
根据世界羽联的世界巡回赛排名确
定，每个单项8个参赛名额，今年世
锦赛各单项冠军自动入围。每个协
会所属运动员在每个单项最多只能
获得两个参赛名额。

男单方面，现世界排名第一的
日本选手桃田贤斗以世界巡回赛排
名第一和世锦赛冠军的身份领衔8
位选手入围。中国选手谌龙以世界
巡回赛排名第四的身份获得参赛资

格。去年在总决赛击败桃田夺冠的
石宇奇因伤未获得参赛资格，老将
林丹也无缘参赛。

中国女单选手陈雨菲与队友何
冰娇一同入围总决赛。印度选手辛
杜的世界巡回赛排名仅为第15位，
但凭借世锦赛冠军身份获得参赛资
格。

中国三个双打项目，除卫冕冠
军李俊慧/刘雨辰仅一对男双获得
参赛资格外，女双的陈清晨/贾一凡
和杜玥/李茵晖和混双排名世界前
两位的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
东萍也顺利入围总决赛。

本年度的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将
于12月 11日到15日在广州天河
体育馆举行。

世界羽联公布BWF世界巡回赛总决赛入围名单

老将林丹无缘参赛

最长赛季最长赛季 最吊胃口最吊胃口
——盘点2019中超赛季

韦世豪
已占据恒大
首发位置。

张修维
在中超最后
几轮比赛中
表现出彩。

周琦（左）
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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