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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冠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的较
量中，上海上港做客面对日本球队浦
和红钻，首回合两队 2 比 2 战平。第
38 分钟，兴梠慎三为浦和打破僵局；
下半场，王燊超为上港扳平，最终两
队 1比 1战平，总比分 3比 3战平的情
况下，上港因客场进球少无缘 4强，连
续 3个赛季被日本球队淘汰。

2017 赛季的半决赛，上港就栽在
浦和的面前，这一次四分之一决赛相
遇，上港复仇无果又添新恨。除了两
次栽在浦和面前，2018 赛季的八分之
一决赛，上港被另外一支日本球队鹿
岛淘汰，连续 3 个赛季在日本球队面
前出局。征战亚冠 4 个赛季以来，上
港 1 次止步 16 强，两次止步 8 强，1 次
止步 4强。

亚足联竞赛委员会 9 月 17 日下午召
开新一届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
次会议上，参会者讨论亚足联竞赛部提交
的新的竞赛事宜。亚足联新一轮竞赛改
革方案将重新进行大调整，或许对中国足
球产生不小的影响。

据报道称，亚足联为了提升亚冠联赛
的竞技水平和影响力，已经提出了多个修
改方案，第一个修改方案就是亚冠卫冕冠
军将有机会卫冕，也就是俗称的卫冕冠军
直通下个赛季的亚冠，此外，亚足联还计
划增加每队参加亚冠联赛的外援人数，计
划实施外援“注册 6人，上 4人”的政策，这
些政策将会在本次会议上进行全面讨论。

按照目前的规定，夺得亚冠冠军的球
队，并不能直接保证能进入下赛季亚冠。

也就是说，夺得亚冠冠军的球队，也必须
要在本协会的联赛或杯赛中争取拿到进
入下赛季亚冠的名额，否则作为卫冕冠
军，也有可能无法出现在下赛季的亚冠联
赛。而在这次竞赛委员会会议期间，针对
未来的亚冠联赛，提出第一项修改方案就
是允许卫冕冠军直通下赛季亚冠，自 2009
年亚冠改革以来，还没有球队能够蝉联亚
冠冠军，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卫冕冠军无
法直通下赛季的亚冠，比如 2017年亚冠冠
军浦和红钻，由于他们在 2017赛季日本联
赛和国内的杯赛中都没有获得亚冠名额，
因此，浦和作为 2017 赛季亚冠冠军，无法
出现在 2018赛季亚冠的赛场。

据报道称，针对这种情况，亚足联竞
赛委员会提出的调整方案是：当年度的亚

冠冠军将至少直接参加来年的亚冠资格
赛，亚足联杯的冠军也将至少直接参加资
格赛。

至于亚冠增加外援人数，早就有过相
关讨论，自 2009 年以来，亚冠一直都是实
施 3+1 的外援政策。这次亚足联再次提
出增加亚冠外援人数的方案，方案的核心
是：从 2021 赛季的亚冠联赛开始，每支参
赛队可以报名注册 6名外援（4+2），其中 2
名必须是亚足联所属会员协会的外援，但
是在每一场比赛中，每队只能上 4 名外
援，而且必须是 3+1，其中 1 人必须是亚
外。也就是说，每队出场的外援人数维持
不变，只是外援和亚外各多注册一人。这
样比赛时每队可以根据情况作出外援上
的调整和选择。

北京时间 9月 19日凌晨三时整，欧冠
小组赛第一轮迎来一场焦点战，马竞坐镇
万达大都会球场迎来了斑马军团的挑战，
在上赛季的欧冠八分之一决赛中尤文在
客场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凭借次回合 C罗
的帽子戏法成功翻盘马竞晋级八强，当时
的马竞主教练西蒙尼也是和 C 罗针锋相
对，相信对于马竞来说，本场比赛想要复
仇尤文的战意十足，“老妇人”想要全身而

退绝非易事。
马竞本赛季的变动很大，球队绝对核

心格列兹曼转投巴塞罗那，作为整个西蒙
尼战术体系的关键，他的离开对于马竞来
说是一笔不小的损失，马竞也是买来菲利
克斯代替他的位置，另外主力后腰罗德里
和防线两位大闸戈丁、卢卡斯的离开也让
球队的后防线实力有所削弱，不过好在球
队的阵容厚度很足，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

响。
马竞和尤文所在的 D 组另外两个对

手是勒沃库森和俄罗斯强队莫斯科火车
头，就整体出线形势而言，无论是在实力
上还是名气经验上，尤文和马竞都要高出
一大截，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两支球队晋
级的问题不大，他们的直接交锋将决定着
谁能头名晋级，占据好的位置，所以此战
对双方来说也是不容有失。

9月 17日晚，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
冬残奥会吉祥物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
钢园区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冰球馆
揭开神秘面纱！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名
为“冰墩墩”，形象来源于国宝大熊猫。

熊猫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国宝，形象
友好可爱、憨态可掬，深受各国人民尤
其是青少年的喜爱。

“冰墩墩”以熊猫为原型进行设计
创作。将熊猫形象与富有超能量的冰
晶外壳相结合，体现了冬季冰雪运动和
现代科技特点。头部外壳造型取自冰
雪运动头盔，装饰彩色光环，其灵感源
自于北京冬奥会的国家速滑馆——“冰
丝带”，流动的明亮色彩线条象征着冰
雪运动的赛道和 5G 高科技；左手掌心
的心形图案，代表着主办国对全世界朋
友的热情欢迎。整体形象酷似航天员，

寓意创造非凡、探索未来，体现了追求
卓越、引领时代，以及面向未来的无限
可能。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于
2018年8月8日面向全球征集，共收到设
计方案 5816件。全国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
区均有征集作品提交。其他作品来自五
大洲35个国家。

2019年 1月 7日至 8日，十余名国内
外专家受邀参加吉祥物设计方案初评、
复评评审会议，最终评选出 10件入选设
计方案。吉祥物设计方案修改专家组
多次组织了研讨，指导吉祥物入选设计
方案原作者对入选方案进行修改完善。

北京冬奥会将于 2022 年 2 月 4 日-
20 日在北京市和河北省张家口市联合
举行。

9月 17日，2019年中国羽毛球公开
赛在常州开始首日争夺。在男单首轮
一场焦点战中，林丹以两个 14 比 21 不
敌日本名将桃田贤斗，遗憾出局。

林丹和桃田贤斗此前一共交手四
次，桃田在 2015 年全英赛失利后，在
2018年对林丹三连胜。

此次比赛，首局一平后，桃田就保
持领先，10 比 7 领先后连得 3 分，21 比
14先下一城。第二局三平后，桃田开始
逐步扩大领先优势，12 比 9 领先后，他
连得 5 分，最终 21 比 14 再下一城，用时
49分钟过关。

桃田贤斗下一轮的对手是印尼的
苏吉亚托。

在 2019 年女排世界杯前三轮比赛
过后，上届世界杯赛最有价值球员得主、
中国队的朱婷在扣球榜上暂列第一位。

在朱婷参加的两场比赛中，她总共
63次扣球得到了 38分，没有扣球失误，
另外 25 次扣球也形成了有威胁的进
攻，扣球成功率高达 60.32％，在所有球
员中排名第一。

朱婷还是唯一在一传排行榜上进
入前十的中国队球员，她的一传到位率
是 37.50％，排在第七位。在得分榜上，
只参加了两场比赛的朱婷排在第十位，
日本球员石井优希暂列第一。

9 月 16 日晚,曼联通过官网宣布，
球队与德赫亚续约至 2023年，另有 1年
的续约选项。

德赫亚 2011年以 2000万欧的转会
费从马竞加盟曼联，共代表曼联出场
367 次。根据 OPTA 的统计，他已经在
英超联赛中收获了 102次零封，这一数
据也是全英超门将中最多的。

根据此前新闻的说法，德赫亚的周
薪算上浮动条款后约在35万英镑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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