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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 各会员协会主场比赛难推进

亚足联世预赛 3月赛程充满变数
斯诺克大师赛首秀惊艳

逆转罗伯逊
颜丙涛连呼意外

◆亚足联世预赛各会员协会的主场比赛仍未定。
据《北京晚报》消息 亚足联近
日正式向 下 属 各 会 员 协 会 下 发 了
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强
赛 第 七、八 轮 赛 程 ，同 时 要 求 相 关
会员协会尽快上报其主场比赛场
地名称及计划开球时间。按照亚
足联既定赛程，中国队所在 A组第
七、八轮比赛将安排在 3月 25日、
30日进行。
世预赛亚洲区 40强赛小组赛还
剩下最后 4轮比赛，今年 3月下旬的
国际足联比赛日将进行两轮比赛，6
月上旬再进行两轮，届时产生进入
12强赛的参赛队。
尽管目前亚洲以及全球范围内
的疫情出现了反弹，但亚足联依然
希望按照计划于 3月份重启已经被

延期了一年的世预赛。但就目前形
势来看，各会员协会的主场比赛仍
充满变数。
就拿中国队所在的 A组为例。
迄今为止，尽管中国足协已经做好
了应对各种可能的预案。但现实
是，国内近期疫情出现了反弹，防疫
压力很大。目前距离 3月赛期只剩
两个多月的时间，期间还有春节假
期，想要按照亚足联的计划顺利开
赛难度相当大。
更加充满不确定性的是国足 3
月 30日客场对阵关岛队的比赛，一
方面关岛足协并没有确认主场场
地，另一方面中国队要想去关岛比
赛，交通和入境手续等也都需要时
间去解决。此外，菲律宾队 3月 25

日主场迎战关岛队的比赛场地及开
球时间同样没有敲定。
除了中国队所在小组之外，印
度、蒙古、朝鲜、澳大利亚、也门等球
队的主场及开球时间均未确定。
当然，也有部分球队已向亚足
联提交了 3月比赛的主场场地和开
赛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比赛
一定能够如期举行。
泰国足协此前已将 3月 25日泰
国队在曼谷国家体育场迎战印尼队
的比赛计划上报给亚足联。但数天
前，因为其国内疫情反弹，泰国足协
已经宣布暂停全部职业联赛。泰国
足协秘书长帕提特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以泰国目前的情况，3月份
很难进行世界杯预选赛。

新华社伦敦 1月 1
2日电（记者 张
薇）首次获得斯诺克大师赛参赛资格
的中国新秀颜丙涛 12日表现出色，后
来居上以 6:
5击败世界排名第二的澳
大利亚名将罗伯逊，
挺进八强。
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管制升级的
影响，有 40余年历史的斯诺克大师赛
今年首次移出伦敦，改在伦敦西北 80
公里外的米尔顿凯恩斯举行。20岁的
颜丙涛第一次参加这一世界排名前 16
球员出战的大赛。
尽管开局连丢两局，但颜丙涛还
是将局分追至 3:
3。此后罗伯逊又连
下两城迎来赛点，但世界排名第 11的
中国新秀沉着应战，连胜 3局以 6:
5逆
转取胜，
将与马奎尔争夺四强席位。
颜丙涛赛后连呼意外，没想到自
己大师赛首秀就能战胜强手。
“下一轮
我也会尽量拿出最佳表现，但今天的
成绩已远超我的预期，我接下来要尽
可能地放松，
去享受比赛。”
38岁的罗伯逊赛后夸赞中国后
辈，表示颜丙涛当日发挥出色，特别是
在最后的决胜局。
“他绝对有实力赢得
大赛的冠军。
”
当日以 6:
3送走塞尔比的马奎尔
也表示，他非常看好颜丙涛以及另一
位中国球员周跃龙，认为这两人的世
界排名很快能升至前八并在比赛中夺
冠。他特别强调，颜丙涛年纪轻轻但
防守已然出类拔萃。
“ 他不会怕我，下
一轮我会很艰难。
”
中国头号球手丁俊晖 13日将出战
首轮，
对手是 7届赛事冠军奥沙利文。

1
0天两入大赛决赛

“00后”谢科来势强劲
东京奥运改期 2032年举行？
东京奥组委辟谣：
一切如期
据《信息时报》消息 针对 11日
外界传言东京奥运会将改到 2032年
举办的消息，12日东京奥组委官方辟
谣称，已延期至 2021年夏天举办的
2020东京奥运会目前各项准备工作
仍在稳步推进中。
此前日本媒体报道称“鉴于当前
严峻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日本政府决

定将在 1月 18日召开的国会会议上，
讨论将延期至今年 7月的 2020东京
奥运会，改到 2032年举办。”消息引
起外界哗然，
“东京奥运会取消”词条
一度登上热搜。12日中午，东京奥组
委正式回应表示，将力求在今年夏季
落实安全、安心的奥运会，并且为了
这个目标正在与日本政府、东京都和

有关地方政府密切合作，全力以赴做
好准备工作。
据 悉 ，炮 制 出“ 东 京 奥 运 会 改
2032年举行”这一新闻的是日本刊
物《周刊实话》，有消息称其去年 10
月便有曾相关报道，而此次不过是因
为疫情严重而被旧事重提。

上诉失败

加拿大丧失马术团体场地障碍赛奥运“门票”

新华社日内瓦 1月 1
3日电 国际
体育仲裁法庭日前表示，不支持加拿
大女子马术运动员尼克尔 沃克及加
拿大马术协会的上诉请求，加拿大最
终将失去参加东京奥运会马术项目
团体场地障碍赛的资格。而这一切
很可能都源于沃克不慎喝下的一口
茶。
2019年沃克代表加拿大在秘鲁

参加泛美运动会期间，兴奋剂检测样
本被检出含有可卡因代谢物，随后赛
会决定取消沃克及加拿大队的比赛
成绩。而失去此次比赛中得到的积
分将导致加拿大队无法获得东京奥
运会的参赛资格。
此后沃克和加拿大马术协会向
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上诉，声称沃
克误喝了在南美洲非常流行的古柯

茶，由于古柯叶中含有少量的可卡因
成分，因此兴奋剂检测样本才会含有
违禁成分，并非是沃克故意使用禁
药。不过，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最终决
定支持取消沃克及加拿大队的比赛
成绩。
在加拿大队失去东京奥运会该
项目参赛资格后，阿根廷队将递补获
得马术团体场地障碍赛的
“入场券”。

据《羊城晚报》消息 第九届应氏
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半决赛
12日 在 线 上 战 罢 第 二 局 ，中 韩 两 位
“00后”新锐棋手谢科八段、申真谞九
段分别战胜日本棋手一力辽九段和中
国棋手赵晨宇八段，以 2：0的总比分
击败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谢科继
“梦百合杯”半决赛后，10天内再次闯
进世界大赛决赛。
先拔头筹的谢科 12日执黑先行，
他祭出老式的
“错向小目”布局。
进入中盘角逐，
一力辽判断出现失
误，
过于贪图右下角实地，
让谢科筑起外
势后把白棋的中腹势力洗劫一空，
黑棋
一举逆转了局势。后半盘收官，
一力辽
再次在时间的催促下出现失误，
不仅盘
面落后 1点，还延时被罚 2点。最终谢
科依靠精准的官子收束，
以 3点之优胜
出，
直落两局成功闯入决赛。
另一场半决赛，
首局痛失好局的赵
晨宇，
再次在前半盘占优的形势下被申
真谞逆转了局势，
最后执黑以1点之差落
败，
申真谞同样连下两城闯入决赛。
谢科与申真谞的五番棋决赛比赛
日期尚未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