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2018~
2019赛季CUBA揭幕战7日
晚在江苏苏州打响，苏州
大学队主场67:76不敌南京
财经大学队，首次采取主
客场赛制的CUBA就此拉
开大幕。

CUBA本赛季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涉及面

最广泛的基层赛阶段推行
主客场赛制。此举极大激发
了大学生的观赛热情，在7
日晚苏州大学队和南京财
经大学队的揭幕战中，现场
观众近5000人，球场上座率
接近九成。不仅是主场作战
的苏州大学有大量学生前
来观赛，南京财经大学也派

出5辆球迷大巴远征客场，
现场气氛极为热烈。

这场比赛两队在全场
的助威声中打得颇为胶
着。实力更胜一筹的南京
财经大学队始终保持着领
先优势，以大一大二学生
为主的苏州大学队则打得
十分顽强，到比赛仅剩2分

钟时一度追至只差4分，但
最终南京财经大学队还是
以76:67拿下比赛，赢得新
赛季开门红。

本 场 揭 幕 战 之 后 ，
2018~2019赛季CUBA基层
赛就将全面开打。2019年3
月起将展开第二阶段的南
北分区赛。

新华社消息 在执教
上港队的处子赛季就率队
夺得中超冠军，主帅佩雷
拉7日在赛后发布会上难
掩喜悦之情。他将所有人
感谢了个遍，认为上港整
个赛季的表现配得上这个
冠军，并放言明年会继续
为冠军奋斗拼搏。

上港提前一轮夺冠，
终结了广州恒大队的七连
冠。在颁奖仪式后，球员们
忙着庆祝，只有佩雷拉孤

身前来参加赛后发布会。
佩雷拉首先表达了自己的
感谢，他说：“我首先要感
谢中国人民，在这里我感
受到了温暖的接待。其次
要感谢俱乐部，不管球队
在高潮还是低谷，都对我
的工作十分信任、支持。第
三要感谢我的团队、教练
组、中方工作人员，特别要
感谢我的球员们，他们表
现精彩，踢出了一个完美
的赛季。最后还要感谢家

人和朋友的支持。”
在佩雷拉看来，上港

这个赛季的表现比较稳
定，配得上这个冠军。他直
言为了拿到冠军，球队付
出了很多艰苦努力。“我们
经历了很多，也付出了很
多，说冠军气质也好，说水
平也好，这是我们实实在
在拥有的，才能获得这个
冠军。”

对于未来，他表示明年
会继续努力，朝着冠军目标

前进。不过当被问到如何看
待未来和恒大的实力对比
时，他笑言：“我不是魔术
师，也不是预言家，不知道
将来如何。今天我们拿到了
冠军，打破了恒大的垄断，
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非常开
心。这个冠军对大部分球员
来说都是第一个冠军，我们
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入了
俱乐部的历史，也刻入了中
国足球的历史。”

（王恒志 朱 翃）

劲爆体坛16

上港众将：
夺冠感觉像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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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上港队
7日主场2:1战胜北京人和
队，历史性地夺得球队首
个中超冠军。赛后上海8万
人体育场成了欢乐的海
洋，球员们高举“火神杯”，
纵情高歌，忘情庆祝，表示
感觉像做梦一样。

比赛中打进一球、创
造本土球员赛季进球纪录
的武磊说，是教练和团队

的支持成就了自己历史本
土“射手王”的荣誉。他还
特别感谢了球迷：“从中甲
的几百人到现在的几万
人，球迷一直在鼓励我们、
支持我们。我们这批崇明
出来的球员，拿过中乙和
中甲冠军，今天终于获得
了中超冠军，很不容易。”

本赛季表现亮眼的吕
文君眼含热泪，非常激动，

他说：“太不可思议了！（夺
冠的）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去年足协杯我们在这里倒
下，大家流下了眼泪，但今
天我们成功了，流下了欢
乐、幸福的眼泪。”

吕文君称，要获得冠
军就要战胜一切困难，球
队今年战胜了恒大、国安、
鲁能等强大的对手，非常
不易。希望球队明年能够

越来越好，争取在亚冠上
有所斩获。

上港后防大将王燊超
也表示，会追逐更高的目
标。“能在主场球迷见证下
夺冠，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情。一个梦想实现了，新的
梦想又开始了。接下来我
们还要去实现更高的目
标。”他说。
（张泽伟 朱 翃 王恒志）

举重世锦赛：
汪周语赢了林敬熙

新华社消息 据国际
举重联合会官网消息，当
地时间7日，正在土库曼斯
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的
举重世锦赛进行了两个级
别的比赛，中国队的汪周语
在女子76公斤级比赛中力
克两届奥运会冠军朝鲜队
的林敬熙夺金，田涛克服体
重过轻的劣势拼下了男子
96公斤级总成绩银牌。

至此，中国队在已经参
加的世锦赛10个级别的比
赛中赢得6个级别。除了张
旺丽夺冠的71公斤级外，夺
金的其他5个级别全部是东
京奥运会竞赛级别。

国际举联官网以“两届
奥运冠军被击败”为题对女
子76公斤级比赛进行了报
道。林敬熙曾是伦敦和里约
两届奥运会冠军，也是本次
世锦赛的夺冠热门。

抓举比赛中，2015年
亚锦赛冠军汪周语举起
118公斤，还落后林敬熙1
公斤。到了挺举，24岁的汪
周语展现出强大的韧劲，
林敬熙开把重量就比她高
5公斤，但是汪周语步步紧
逼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只
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林敬熙
被逼无奈，挺举最后一把
开出153公斤力求绝杀汪
周语，但是没有成功。

最终，汪周语以270公
斤的总成绩登上领奖台最
高处，25岁的林敬熙以1公
斤之差位居亚军。厄瓜多尔
选手达约梅斯收获铜牌。

里约奥运会男子94公
斤级冠军伊朗的莫拉迪在
全新的96公斤级比赛中游
刃有余，其他11名对手对
他完全不构成威胁。最终
他以抓举186公斤、挺举
230公斤、总成绩416公斤
夺金，并且打破了抓举、挺
举和总成绩三项世界纪
录。

24岁的田涛曾是85公
斤级选手，国际举联更改
级别后，他面临的两个选
择是：降到81公斤、升到96
公斤。根据他自身情况，教
练组最终决定他升级参
赛、按计划增长体重。目前
体重94.44公斤的田涛在当
天的奖牌角逐者中不占优
势，比莫拉迪轻1.5公斤。最
终他以407公斤夺得总成
绩银牌，铜牌被罗马尼亚
人奥尼卡夺得。

当地时间8日，世锦赛
进行女子81公斤级和男子
102公斤级的比拼。这两个
项目都不是奥运参赛级
别，中国队没有派人参加。

因凡蒂诺：
要踢“超级联赛”
就别来世界杯

新华社消息 日前有
消息称，多家欧洲足球豪
门意图另立门户成立“超
级联赛”，此举有可能威
胁到欧足联旗下的欧洲
冠军联赛。国际足联主席
因凡蒂诺7日表示，如果
球员要踢“超级联赛”，就
不能参加世界杯。

“要么离开，要么留
下。”因凡蒂诺说，如果巴
塞罗那、曼城、拜仁慕尼
黑等俱乐部试图跳脱现
有欧足联竞赛体系另立
门户，国际足联将对俱乐
部的球员施加禁赛惩罚，
其中包括世界杯、欧锦赛
和其他国家联赛。

德国《明镜》周刊日
前公布了多份保密文件
和电子邮件，因此风传已
久的“超级联赛”再次走
入公众视线。根据这批资
料显示，皇家马德里队正
在就计划在2021年举办
的包含16支球队参赛的

“超级联赛”进行咨询，该
计划召集了来自西班牙、
英格兰、德国、意大利、法
国的11家俱乐部，每家俱
乐部都能拥有所有权股，
保证持有20年“超级联
赛”会员资格，另外还将
邀请5家俱乐部参赛。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
蒂诺同时借机表示，他提
议的全新的世俱杯将是
对“超级联赛”的最好回
应。

因凡蒂诺今年初提
出了世俱杯改革计划，希
望从2021年开始世俱杯
能从现在的每年一届变
成每4年一届，每届参赛
队伍从现在的7支增加到
24支，以增加这一赛事的
吸引力。他表示，该计划
有助于参赛俱乐部和国
际足联增加收入，但欧足
联主席切费林从一开始
就坚决反对这一方案。

在10月26日的国际足
联理事会上，有消息称欧
足联代表曾透露，如果会
上要讨论世俱杯改革和
增设世界国家联赛，他们
有可能中途退出大会。结
果在理事会期间，因凡蒂
诺做出妥协，决定延期决
议新的世俱杯和全球性
的国家联赛相关事项，取
而代之的是设立研究该
提议的特别工作组。明年
3月在迈阿密召开的国际
足联理事会或将再次讨
论因凡蒂诺的计划。

CUBA揭幕战打响

【相关新闻】

佩雷拉：明年继续朝着冠军目标前进

11月7日，上港队在赛后颁奖仪式上庆祝夺得

中超联赛冠军。 摄影/新华社记者 丁 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