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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继红出任泳协主席
本报讯“游泳是个大项，对于我来说
也是很大的挑战， 虽然从小从事体育项
目，但这个跟过去角色很不一样，应该说
跟过去的感受也很不一样。”11月11日，国
际泳联在北京宣布，2017年国际泳联年度
颁奖盛典将于12月2日在海南三亚举行。
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出席了发布会，她
—中国游泳协会主席。
又多了个新头衔——
中国游泳协会改革传闻已久，这是周
继红首次以中国游泳协会主席的身份面
向外界。“非常棒！ 我相信中国游泳现在有
了最合适的主席。 ”国际泳联执行主任马
库毫不掩饰对周继红的欣赏。 （应虹霞）

今晚迎战哥伦比亚
国足继续考察队员

里皮： 会不惜一切拿下比赛
本报讯 今晚7点半， 国足将在重
庆奥体中心迎战哥伦比亚队， 这也是
球队本次集训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谈
到这场比赛， 国足主帅里皮表示当中
国队没法晋级世界杯之后， 足协询问
自己如何挑选对手，“我坚持认为对手
实力越强的球队锻炼价值越大， 我们
不想跟弱队交手，这样锻炼价值不大。
我们跟强队交手，即便输了比赛，也能
够看到球队的成长。 虽然明天比赛会
困难，但还会不惜一切拿下比赛。 我们
不会过多考虑结果， 还是注重过程中
球队能否成长和进步。 ”

谈到关于国足进球以及进攻线的
问题， 里皮说：“这两场比赛更重要的
是考察队员，补充国足的主力阵容。 球
队上一场比赛上半场畏手畏脚， 表现
不好， 但下半场也创造出了一些破门
机会。 我们不可能在两天时间内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还是希望继续
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表现， 也希望球
员能够把握住机会， 是否能破门还是
拭目以待吧。 ”
关于球队的主力阵容， 里皮并没
有做太多的解释，“比赛可能会有三四
个位置的变化， 对于首发阵容我们还

是比赛的时候看吧。 ”
“对于球员的考察是全方面的，不
仅仅是一支在主力阵容当中的球员，
比如队长冯潇霆。 另外此次新入选的
队员，也是考察对象，国家队对国脚的
考察是持续性、全方位的观察。 ”里皮
说。
就在昨日训练之前， 里皮专门跟
张稀哲进行了单独的交流。 谈到这次
交流， 他说：“更多集中在他之前在中
超中不理智行为对职业生涯的影响，
还是希望他能够吸取教训， 在场上有
一个行为的规范。 ”
（赵宇）

老甲A 湖北队获第8名
本报讯 （通讯员吕露 记者马万勇）
在昨天结束的老甲A邀请赛中，湖北队最
终获得第8名。 据湖北老甲A负责人魏增
透露，2018年老甲A比赛将在恩施进行。
本次 是湖 北 队第 4次 参加 老 甲 A 赛
事，湖北队最终取得了第8名的成绩，主教
练黄正国表示：“老甲A是老友们相聚的
时光，和兄弟们并肩作战，找回那些年踢
球的快乐。 ”

职业球员回汉献技

哥伦比亚主帅：

本报讯（记者李勇） 不论胜负，只谈
友谊。 前天，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赛在武
汉星空足球场展开，荣昊、蔡曦、徐擎、姚
翰林等效力中国各级联赛的武汉籍职业
球员欢聚一堂，以球会友。
目前恰逢是中国职业足球联赛的休
赛期，荣昊等职业球员都纷纷回家。 这场
比赛既是为了保持状态，也是与武汉星空
少儿足球俱乐部的小球员们一个互动的
活动。 武汉星空少儿足球俱乐部总教练王
汉明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些高水平球员
的技术展示，让江城爱好足球的小朋友树
立信心。 他们能够做到的，我们同样行。 ”

J罗无法来华很遗憾
本报讯 今晚，哥伦比亚队就将迎
来客场同中国队的热身赛， 这也是他
们此次亚洲之行的第二场热身赛。 赛
前新闻发布会上，哥伦比亚队主教练佩
克尔曼表示，哥伦比亚队正处于备战世
界杯的关键阶段，“明天比赛肯定会很
精彩，就像之前跟韩国队比赛一样。 中
国队虽然没有进入世界杯决赛阶段，但
我们认为中国队拥有美好的未来，中国
男足是一支值得尊重的队伍，我们也会

拿出最好的状态去比赛。 ”
佩克尔曼表示，自己作为教练希望
队员全部都来到中国参加世界杯前的热
身赛， 但非常遗憾，
“
前段时间不管是世
界杯预选赛，还是俱乐部密集的赛程都导
致哥伦比亚队队员出现了伤病情况，比如
说法尔考、J罗等人，都是因为伤病没法来
到中国，我们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但我们
对中国国家队的尊重不会因为伤病而改
变，我们会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

谈到自己对于中国队的了解，佩
克尔曼说：“我一直在关注中国队在世
预赛上的表现， 前半部分表现不是很
好，但从里皮入主之后，确实有了很大
改观。 我看过一些比赛，比如中国客场
对卡塔尔、对伊朗，都有相应的研究，
也了解这支国家队球员水平， 我们队
中也有球员在中国踢球， 他们时常会
跟我讲起中国联赛， 这对于我们备战
比赛有很大帮助。 ”
（赵宇）

福彩开奖公告

输球如“致敬”
中国乒乓球赢球不叫新闻，输
球才是新闻。所以大新闻来了，刚结
束的德国公开赛， 中国男乒八员大
将出战竟遭团灭，无人闯进决赛。
咱们国手真挺累的， 奥运会得
赢，世乒赛得赢，普通的分站赛打个
盹，外界都要大惊小怪。不过话说回
来，这次德国杯遭遇滑铁卢，滑得确
实有些微妙。
此番出征， 男乒除了马龙之外
的主力悉数上阵， 结果唯有樊振东
进入半决赛，其他无不提前脆败。德
国杯是继上个月世界杯后， 男乒连
续第二次只能看外国人争冠。 更巧

的是， 这些都发生在刘国梁卸任国
乒总教练之后的半年时间里。
好吧，但凡失败，总能找到客观
原因。比如张继科、许昕伤病影响状
态，新人尚难接班，比如国际乒联才
换了大球，明摆对中国队不利。可同
样是换球，中国女乒顺利会师决赛，
又该怎么解释？
或许不如大方点承认， 刘国梁
的离开， 至少是造成男乒成绩波动
的重要原因之一。换个角度看，把世
界杯、德国杯失利，当做对他的一种
“致敬”， 也算侧面对他多年辛劳的
一种肯定。 毕竟刘国梁执掌男乒十

余载，战功无数威信无匹，若说他卸
任对球队毫无影响，那才稀奇。
但
“
致敬”一次，也就够了。 毕竟
比起含金量偏低的世界杯、 德国杯，
未来奥运会、世乒赛，国乒是无论如
何也不能输的。
德国杯证明， 中国乒乓球远没
想像中无敌，不是谁带队谁上场，就
可以随便夺冠的。 但国球也不会因
为一个人的离开，便真的一蹶不振，
那未免太小瞧了王者之师的底蕴。
陈开

陈开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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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鞋丑走路痛 大脚骨患者怎样追逐幸福
华美高精度微创技术不缝针不住院 做完就走
生活中， 总有人抱怨自己的脚变
了形，穿鞋好丑，或者说才走几步路，
脚就会疼，逛街、买菜、跳舞都不行，离
幸福生活越来越远。 如果出现以上情
况，很可能不是鞋子问题，而是患了一
种叫“大脚骨”的病。

估计有1000万人，这与遗传、扁平足及
穿鞋有关， 特别是现代女性热衷于穿
高跟鞋，破坏脚部三个立足点功能，全
身重量落在脚部前端， 脚趾长期受到
挤压而变形。
大脚骨会造成双脚受力不平衡、
脚掌变宽，横弓塌陷，严重影响人们行
走，还会造成拇囊炎、鸡眼、重叠趾、甲
沟炎等疾病，应当早发现早治疗。

大脚骨像三角形的
“大蛇头”
北京权威大脚骨专家张存金教授
告诉我们， 大脚骨患者大拇趾外撇大
于15度，根部内收长出大鼓包，像三角
形的“大蛇头”。 医学上大脚骨又称拇
外翻、脚孤拐，一般分为四个阶段。

患上大脚骨
高跟鞋是“隐形杀手”
张教授表示，我国各类大脚骨患者保守

矫正大脚骨
高精度微创技术才奏效
传统手术往往切口大，需缝合或截

骨，并打石膏、钢针；传统微创手术创口
小而并发症多，不能真正矫正大脚骨。
华美特聘北京专家张存金教授坐
诊， 采用高精度微创手术，3毫米微切
口，一刻钟左右治完一只脚，术后马上
走路。
华美23周年庆特享：HPM微创技
术最高援助6000元，截至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