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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安家杰挂帅
“二队”郎平家中留守观察

2019 年中国女排首秀不敌日本队

北京时间 14 日凌晨，瑞士女排精英赛
在蒙特勒开赛，郎平助手安家杰挂帅中国
女排，
由于年轻球员多，
一传漏洞明显，
中国
女排以 1 比 3 负于日本女排。本次比赛是
中国女排在 2019年的首秀。
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并未前往瑞士，而
是由助理教练安家杰率领由年轻球员为主
组成的球队出战，有些中国女排“二队”的
味道。郎平想利用瑞士女排精英赛，多观
察年轻球员的实战情况。昨晨中国女排首
发为二传刁琳宇、主攻手李盈莹和刘晏含、
副攻手胡铭媛和杨涵玉、接应郑益昕和自

由人林莉，全队只有林莉一人参加过里约
奥运会。日本女排首发阵容的实力略强于
中国队，她们的首发是二传手関菜、主攻手
石井优希和黑后爱、副攻手岩坂名奈和奥
村麻依、接应新锅理沙和自由人小幡真
子。新二传手関菜是日本队主教练中田久
美重点考察人员，而石井优希、岩坂名奈、
新锅理沙都是日本女排主力，黑后爱是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培养的新星。
中国女排临时主帅安家杰坚决执行了
郎平的意图，让副攻手郑益昕打接应位置，
进行一种新尝试。
“ 小清新”郑益昕在国内

有“副攻式接应”之称，技术相对全面，可以
接一传，风格特点独树一帜。而这支日本
女排的最大特点是技术细腻、快速，一旦让
对手打出自身节奏，即便身材高大的中国
女排也难以阻挡住对手前进的脚步。尤其
是一传不稳定，有时是中国女排致命伤。
李盈莹一传有时候连自保能力都不足，刘
晏含一传能力一般，这样一套主攻线虽然
进攻锐利，但技术全面性显得不足。昨日
凌晨瑞士精英赛上的中日女排之战，中国
女排的姑娘们就吃到了一传不稳的苦头。
首局比赛，安家杰用杜清清换下刘晏含，试
图扭转一传糟糕的情况，但效果一般，日本
队以 25 比 20 取胜首局。第二局，中国队改
由杜清清和李盈莹搭档主攻线，中国队网
口优势明显，胡铭媛和杨涵玉的拦网奏效，
中国队以 25 比 17 扳回一局。
第三局，还是郑益昕和李盈莹的一传
相继失手，中国队以 9 比 14 落后。凭借整
体身高的优势和进攻能力优秀，中国队以
24 比 22 拿到局点，可惜自身失误过多，日
本 队 最 终 以 27 比 25 险 胜 第 三 局 。 第 四
局，中国队用王媛媛和杨涵玉搭档副攻
线，日本队打出了快速多变的特点，以 15
比 12 领先。关键时刻，中国队没有主心
骨，岩坂名奈和石井优希的连续反击奏
效，日本队以 25 比 21 拿下第四局。虽然
李盈莹全场独揽 25 分荣膺得分王，但日
本队主攻黑后爱赢得 21 分，主攻石井优
希拿到 18 分，副攻岩坂名奈得到 10 分，3
名攻手得分上双。
（据《北京晚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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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综合：
国际米兰战胜切沃
重回第三
新华社罗马 5 月 13 日电 意大利足
球甲级联赛 13 日结束了第 36 轮比赛的
全部争夺。国际米兰主场 2：0 战胜切
沃，重回积分榜第三。
眼看欧冠资格争夺中的竞争对手
亚特兰大、米兰、罗马、都灵、拉齐奥在
本轮都赢得了比赛，对阵降级球队切沃
的比赛是国米拿下重要积分的关键机
会。第 39 分钟，佩里西奇禁区中路尝试
射门，被对方后卫挡开，后路跟进的波
利塔诺得球后一脚推射，球击中右侧门
柱后弹射入网。
第 76 分钟，切沃的里戈尼铲倒加利
亚尔迪尼领到黄牌，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场。第 80 分钟，即将退役的切沃 40 岁
老将佩利西耶被换上场，观众纷纷起立
鼓掌向他致意。第 86 分钟，国米在对方
禁区内进行连续传递，塞德里克接球后
尝试射门，球击中立柱弹出，佩里西奇
补射将球打进，为国际米兰锁定胜局。
国际米兰拿下关键 3 分，积分榜排
名第三，领先第四名亚特兰大 1 分，领先
第五名 AC 米兰 4 分。
另一场比赛中，博洛尼亚主场 4：1
战胜帕尔马，其中帕尔马球员两次上演
乌龙。

布莱顿解雇主帅休顿

中国足协释疑中超联赛判罚争议
呼吁球迷理性观赛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上周末中
超联赛上港主场对阵鲁能比赛中的一些
判罚引起了媒体讨论。对此，中国足协
裁判评议组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
访，呼吁广大球迷理性观赛、文明观赛、
友好观赛、
和谐观赛、
专业观赛。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上港主场对阵鲁能比赛的一
些判罚引起了媒体讨论，请解读一下判
罚依据。
裁判评议组负责人：已注意到媒体
对该比赛的报道，也在第一时间召集专
家评议组进行评议，评议主要涉及红黄
牌的判定、越位犯规和球点球的判罚。
评议结果显示，裁判员判罚没有问题。
其中，关于红黄牌判罚、球员因两次犯
规累积两张黄牌被判罚红牌没有异
议。关于越位判罚，规则中规定，手和
臂部以外的身体任何部位，都是判定越
位位置的部位；同时，在同队队员触球
的一瞬间，处于越位位置的队员明显阻
碍对方队员视线，从而妨碍了对方队员
处理球，或影响了对方队员处理球的能
力，应被判为越位，进球也是无效的。
而关于球点球判罚涉及罚球区里是否
是手打球还是球打手、队员和球之间的
距离以及手所处的位置。我们看到，被
认定手球的犯规动作中，守方球员手臂
触碰到足球，并且有一个明显的手向球
移动的动作，应判罚手球犯规。由此看
来，在本场比赛中的判罚，裁判员的处
理都是非常准确的。同时，媒体和球迷
对于判罚的疑问大多来自对于比赛规
则的认知比较模糊，加上电视转播画面

在视觉上的错位和误导。中超联赛会
在下半年引入新的辅助技术，协助视频
助理裁判（VAR）提高判罚越位犯规的
准确性。
记者：本赛季中超联赛多次出现争
议判罚，对此中国足协是怎样处理的？
裁判评议组负责人：足球是世界上
最有吸引力的运动之一，瞬息万变也是
这项运动魅力所在。无论是中国的职
业联赛，还是处于世界顶尖水平的欧洲
主流联赛，甚至是在世界杯，都有可能
出现公众认识不一的判罚。一旦出现
此类判罚，足协会启动评议流程，由裁
判评议组专家通过严格的程序对争议
判罚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根据结果做出
相应处理。从去年开始，中超联赛正式
启用视频助理裁判（VAR）技术，今年中
甲联赛也启用 VAR 技术，为裁判员做
出正确判罚提供了更多依据，同时也让
中超、
中甲联赛执法准确率大大提高。
记者：在同一场比赛中，有时会出
现面对两次争议判罚裁判员只有一次
选择回看 VAR 的情况。VAR 系统究竟
该在何时介入，介入之后起到的作用又
是什么？
裁判评议组负责人：VAR 的主要
目的是为减少足球比赛中由于裁判员
的错漏判罚而改变比赛进程或比赛结
果。通过回放视频，视频助理裁判向主
裁判提供信息，协助裁判员纠正改变比
赛走势的明显错漏判。
同时，VAR 系统的介入也有一定
条件，仅适用于进球、球点球、直接红
牌、处罚对象错误这四种情况。无论视

频助理裁判是否介入，裁判员必须要先
做出决定，然后根据提示做出是否进行
现场回看的决定，并做出最终判罚。具
体到某一个判例，裁判员可以根据现场
情况进行界定是否需要回看。归根到
底 ，VAR 对 裁 判 员 的 判 罚 起 辅 助 作
用。而比赛过程中，主裁判和视频助理
裁判的配合至关重要。我们也注意到，
无论是去年引入 VAR 的中超还是今年
引入 VAR 的中甲，有时候主裁判和视
频助理裁判的配合引发了公众的不解，
下一步我们还将就 VAR 的操作规范向
球迷和公众做更多普及和介绍。
记者：裁判员作为赛场上的执法
者，也受到很多来自社会和公众的关
注，其中的声音褒贬不一。以中超中甲
裁判员为例，目前执法职业联赛的足球
裁判员是怎么选拔出来的？
裁判评议组负责人：要培养一名职
业赛场的裁判员，需要相当长的培养周
期。一名裁判员从最初的三级、二级、
一级到国家级，再到站在顶级联赛的执
法舞台上，甚至成为国际裁判，一路走
来要经过无数培训学习和比赛实践历
练，并且常年坚持系统刻苦的训练。还
需要通过各种体能测试和理论考核。
目前执法中超的裁判员仅有 60 人，男子
11 人制国际级裁判员只有 16 人，这其
中还包括了助理裁判。优秀裁判员的
培养是精英人才的培养，这期间也凝聚
着了中国足协及各级会员协会的大力
培养，来自各方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
望大家对裁判从业人群多一些信任与
理解。

新华社伦敦 5 月 13 日电 本赛季英
超完成保级任务的布莱顿俱乐部 13 日宣
布，
立即解除休顿的主教练职务，
球队后
程乏力成为休顿遭解雇的主要原因。
俱乐部主席布卢姆表示，这是他做
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但考虑到球队
下半程的艰难处境，最终他还是做出解
雇休顿的决定。
60 岁的休顿 2014 年 12 月接手布莱
顿，
带队于 2017 年升入英超，
最近两个赛
季均完成保级任务。然而布莱顿最后 23
场联赛仅拿下三场胜利，按照布卢姆的
说法，
“这给球队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
“考虑到这点以及这段时间的表
现，我感觉球队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布
卢姆说。
布莱顿俱乐部宣布，
休顿的助手特罗
洛普以及一线队教练内文也一同离队。

男子冰球世锦赛：
卫冕冠军横扫挪威
新华社布拉迪斯拉发 5 月 13 日电
斯洛伐克当地时间 13 日，2019 年国际冰
联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小组赛一共进
行了 4 场角逐，其中卫冕冠军瑞典队 9:1
大胜挪威队。
A 组中，同为夺冠热门的美国队和
芬兰队以 2：2 进入加时赛，戴兰在第 63
分 47 秒的进球帮助美国队最终以 3：2
小胜对手。曾在小组赛中战胜过美国
队的东道主斯洛伐克队当日虽然率先
打入一个进球并一度领先，但最终还是
以 5：6 不敌加拿大队。
B 组中，逐渐找到比赛状态的卫冕
冠军瑞典队展示了超群的实力，以 9：1
大胜挪威队。另一场比赛中，俄罗斯队
状态神勇，没有给捷克队进球的机会，
以 3：0 取胜。俄罗斯队目前 3 战全胜积
9 分，排名 B 组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