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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杯”尘埃落定

横梁拒绝韦世豪世界波 U23国足一球惜败

本报代表队排名中游

下半场围攻对手
输球也提气
新华社常州电
U23足球亚锦赛小组赛第
二轮昨日在江苏常州打响，首
轮表现出色的韦世豪终场前长途
奔袭远射打中横梁， 没能为中国队
扳平比分，主场作战的U23男足以0:1不敌
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前两轮1胜1负，出
线前景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首轮3:0大胜阿曼队，中国队取得了一
个不错的开局，本轮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
中国队主帅马达洛尼使用了和上一场相同
的首发阵容，首轮以0:1不敌卡塔尔队的乌
兹别克斯坦队则对首发阵容进行了一些调
整。 对两队来说，这场比赛都是一场“生死
战”。 中国队希望取得连胜锁定出线名额，
乌兹别克斯坦队则要避免提前出局。 比赛

开始仅14分钟， 乌兹别克斯坦队就打破了
场上僵局， 他们在中国队禁区内连续制造
威胁， 最终由阿里约诺夫在禁区左侧打远
角得手。早早落后的中国队此后大举反击，
但他们直到半场结束前才连续觅得良机，
可惜未能改写比分。
易边再战， 乌兹别克斯坦队拱手让出
控球权，其主帅拉夫尚表示，很幸运早早取
得进球，自己下半场的战术就是防守反击。
面对对手的严防死守， 中国队仍然创造出
一些机会，张玉宁在第77分钟替补登场，但
也未能“救主”。 直到终场前，中国队仍有扳
平比分的机会， 韦世豪中场得球后长途奔
袭至大禁区前沿， 但他的远射击中横梁弹
出，随后主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中国队0:1遗憾落败。

错失世界波，韦世豪郁闷

马达洛尼对结果很遗憾

“换上张玉宁是为了加强锋线”

本报讯 在昨日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
对
中国队主帅马达洛尼表示结果很遗憾，
手用仅有的几脚射门就赢得了比赛。 ”
谈到本场比赛的情况， 马达洛尼说：
“
我们下半场踢得不错，但上半场开始阶段
有些紧张，传球有些慢。 我们重新组织，重
新压上进攻，下半场在尽力把比分扳平。 ”
谈到球队上下半场表现不一样的问
题，马达洛尼说：“上半场开始的时候双方

阵型比较紧凑，都没有很好的进攻组织机
会。 他们进球之后就退到半场进行防守，
我们大举压上进攻，开始有些急躁，一些
进攻没有把握好。 中场休息后我们变成了
双中锋，进攻有改善，有五六次很好的机
会，都没有进球，这很遗憾。 相对而言，对
方下半场基本上没有射门，所以结果有些
遗憾。 ”
关于张玉宁、邓涵文这些球员的伤病

问题，马达洛尼说：“张玉宁之前有腿部肌
肉的伤，正在恢复，但如果有需要的话可
以踢15分钟左右。 我们下半场需要锋线更
强力一些，所以把张玉宁换上场。 邓涵文
脚踝有伤病，也没有百分之百恢复，李海
龙踢相同的位置状态也不错。 ”
对于中国队的出线形势，马达洛尼说
自己对于小组出线还是会充满信心。
（关轩）

本报讯（记者李勇） 七彩云南·古
滇名城第三十一届“晚报杯”业余围棋
锦标赛昨天在昆明结束，武汉棋院·武
汉晚报代表队虽然在最后一天爆发，
取得5胜1负的佳绩， 但是由于之前落
后太多， 最终在58支代表队中只能名
列中游。
个人排名中， 上海财经大学大三
学生刘汤颢取得8胜5负的成绩， 在近
两百名选手中排名第45名， 李号白和
郑岱松同为6胜7负，排名百名左右。 鸭
绿江晚报由职业棋手退为业余棋手的
赵健男6段最后一天连胜王琛、 吕立
言，最终以12胜1负的成绩夺冠。 团体
排名中， 实力雄厚的上海新民晚报队
毫无悬念地夺冠， 沈阳晚报队和钱江
晚报队分列二三名。
今天， 由赵健男领军的业余六强
将在滇池战船上， 与唐韦星等职业六
强展开传统的职业业余对抗赛。

邹市明病情稳定已出院
未来还需会诊评估
新华社上海电 日前，记者从邹市
明团 队 和 上 海 长 征 医 院 方 面 求 证 获
悉， 著名拳手邹市明的眼疾经过一段
时间的治疗， 病情比较稳定且有所好
转，目前已出院回家静养。 之后院方还
将会诊评估邹市明的眼疾恢复情况，
并确定下一阶段的治疗方式。
上海长征医院眼科主任魏锐利表
示:“
现在对邹市明眼睛影响最大的两个
问题，一是双眼复视，就是双眼视物有重
影，而且相对比较严重；另一个是左眼视
力虽然较之前入院时只有0.1已经有所恢
复， 现在左眼视力大约是0.3至0.4左右，但
是相比正常视力依然属于严重受损。 ”

英超月度最佳主帅

瓜帅4连庄成第一人

最后一轮形势分析

U23国足若赢球将直接出线
U23亚洲杯A组第二轮的比赛全部
结束，中国队0:1不敌乌兹别克斯坦，卡
塔尔1:0击败阿曼，最后一轮，国足赢球
必出线，打平需要看乌兹别克斯坦的脸
色，输球也有可能出线。
根据规则，每个小组积分前两名球
队晋级四分之一决赛。当两队或两队以
上积分相同时，先比较相互成绩，积分
多者列前。现在在积分榜上，卡塔尔6分
独占鳌头，净胜球2个；国足和乌兹别克
斯坦都是3分，净胜球分别是2个和0个；
阿曼0分，净胜球-2。

最后一场，国足迎战卡塔尔，乌兹
别克斯坦对阵阿曼， 如果国足击败卡
塔尔，两队积分相同，如果乌兹别克斯
坦无法取胜， 国足对卡塔尔有胜负关
系优势，国足将小组第一出线。如果国
足击败卡塔尔， 乌兹别克斯坦击败阿
曼，国足，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都是6
分，并且胜负关系形成连环套，就需要
比较净胜球， 国足净胜球肯定超过卡
塔尔。 因此，只要国足取胜，就能够出
线。
如果国足打平卡塔尔，卡塔尔肯定

拿到小组第一，但国足要想出线，需要
指望乌兹别克斯坦输球，如果乌兹别克
斯坦打平，国足和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
胜负关系落后，国足也无法出线。
如果国足输给卡塔尔，想要出线需
指望极端情况，那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输
给阿曼，国足、阿曼和乌兹别克斯坦都
是3分，然后比较净胜球，国足需要指望
小负卡塔尔，并且阿曼不能大胜，然后
净胜球都超过阿曼和乌兹别克斯坦才
能出线。
海军

本报讯 英超官方昨 日宣布，曼
城主帅 瓜 迪奥 拉当 选 2017年12月 份
英超最佳主帅，这是他连续四个月当
选月最佳主帅，成为历史第一人。
此 前 在 9 月 、10 月 、11 月 的 评 选
中，瓜迪奥拉都当选了英超最佳主帅，
而这一次再度将月最佳主帅的荣誉收
入囊中， 这让西班牙名帅实现了月最
佳主帅的四连庄， 他也是英超历史上
第一位实现这一壮举的主帅。 此前在
英超月最佳主帅的评选上， 获得三连
庄的主帅才两人而已， 除了瓜迪奥拉
外，另外一位是切尔西的主帅孔蒂。
在12月份， 瓜迪奥拉带领曼城踢
了7场英超比赛， 蓝月亮取得了6胜1
平的不败战绩， 惟一的一场平局是战
平水晶宫。
（新体）

查胃病送早餐 10天近千市民扎堆报名
新春特惠：做无痛胃镜 送早餐+幽门螺杆菌检查+肝胆胰脾肾检查
当人们谈“镜”色变的时候，检查
舒适、 没有痛苦的无痛胃镜逐渐受青
睐， 不少做过胃镜的老读者都纷纷惊
讶怎么还有这么实惠的无痛胃镜检
查，为了帮助更多市民了解这场活动，
本期就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看。

个活动消息简直不敢相信， 在别的医
院， 一个无痛胃镜做下来起码一千多
块钱。 ”
说完话，爹爹进了内镜室，几分钟
后就走了出来：“感觉没什么不舒服的
地方，比想象中轻松多了。 ”

从来没做过这么实惠的胃镜

镜下即查即治几分钟除大隐患

爹爹患胃病多年， 一年前胃镜检
查出糜烂性胃炎， 在附近医院治疗效
果不太理想，仍时常胃痛、反酸、恶心，
当从报纸上看到活动的消息后， 赶紧
预约了无痛胃镜检查， 决定再找这里
的专家看看。 老人说：“一开始看到这

汉口的一位女士经常出现胃痛、
恶心、呕吐、消化不良的毛病，一直吃
药都不见好转， 看到报纸上的活动后
前来检查， 胃镜下发现胃黏膜表面有
三个凸出的赘生物， 诊断为腺瘤性息
肉，有高度恶变风险，医生建议胃镜下

直接摘除，整个治疗十分钟不到，也免
除了开刀之苦。
武汉胃肠病研究院首席专家金成
连主任介绍说：“胃肠息肉犹如埋在患
者体内的一颗定时炸弹，直径大于2厘
米、 表面有糜烂及有多个息肉者恶变
的可能性大。 所以一旦发现应特别重
视，都要做活检，并及时进行治疗，以
防止后患。 ”

活动
公益普查掀起胃病就诊热潮
即日起至1月31日， 市民拨打爱心热线：
027-8235 9822报名普查， 做无痛胃镜可
享受免费营养早餐，免费幽门螺杆菌吹气检测，
免费肝、胆、脾、胰、肾检查等公益项目。
1、 专家会诊费、挂号费全免；
2、 进口无痛胃镜检查仅298元
（原价980元，赠送营养早餐 + 价值150元的肝
胆脾胰肾检查 + 赠送价值120元幽门螺杆菌吹气
检查）
3、 进口无痛肠镜检查仅398元
（原价1180元，含诸多术前检查项目，同样享受
“
免费三送”活动）
（医保可用，每日限30名，就诊请空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