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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第

五届广州户外运动节系列活动

2019 穿越广清山野徒步大会将于

本周六在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嶂至清

远市清城区银盏水库的山野曲径中

举行。

为了让参与徒步的市民提前了

解徒步路况， 组委会邀请媒体记者

团， 亲身体验穿越广清山野徒步路

线。

组委会根据前四届穿越广清山

野徒步大会的举办经验， 重新规划

更适合大型徒步的路线， 为市民群

众提供更多惊喜的服务。 徒步路线

全长 21 公里， 相当于在山野中跑

了一次“半马”， 穿越三大水库、

走在蜿蜒农耕路， 跨过小桥溪涧。

本次媒体采风路线是从徒步路

线的 5 公里处到 14 公里处的路线，

从大坑坝出发， 到耙头山结束， 路

程大概 9 公里。

通过实地采风， 记者认为徒步

路线沿途风景优美， 环境怡人。

在 9 公里的采风路程中， 不仅

有较为原始的机耕路段， 也有水泥

路段， 其中机耕路段偶有碎石散落

于地面， 因此特别提醒， 参与徒步

的市民一定要注意安全， 穿上防滑

舒适的运动鞋， 建议使用登山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ATP 年终总决赛比约·博格组男单

男单次轮两场对决北京时间 13 日

战罢， 费德勒收获本届赛事的个人

首胜， 德约科维奇遭遇蒂姆逆转。

蒂姆提前锁定晋级资格， 而小组赛

末轮， 瑞士天王将与小德迎来生死

战考验， 胜者方可以小组第二晋级

淘汰赛。

首战失利的费德勒次轮与贝雷

蒂尼交手， 首盘经过抢七获胜， 第

二盘又两度完成破发， 最终以 2:0

轻松击败对手， 收获年终总决赛首

胜。

另一场比赛中， 德约科维奇在

先赢一盘的情况下痛失好局。 尽管

他在决胜盘 5:6 落后时破掉对手发

球胜赛局， 并在抢七中一度以 3:0

领先， 但关键时刻失误频频让他将

胜利拱手相让， 1:2 遭到蒂姆逆转。

两人的交锋记录方面， 德约科

维奇以 26:22 占优， 而且之前是四

连胜， 但费德勒表示， “我并不会

希望抽签不要碰到和他一个区， 我

并不会期待再也不要在球场上与他

交手。 周四

（

15

日）

与他比赛， 我

其实感觉很兴奋。”

世预赛40强赛今晚上演“生死战”，“中叙”冤家路窄

这一次，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吗？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今晚

10 点，中国男足将迎来 2022 卡塔尔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 强赛的最

强对手叙利亚队， 对于目前身处小

组第二的中国男足来说， 此役的目

标就是击败对手， 将晋级的主动权

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国队是 40 强赛第一档球队，

目前排名世界第 69，亚洲第 7；而叙

利亚是 40 强赛的第二档球队，目前

排名世界第 83，亚洲第 10。 国足与

叙利亚可谓冤家路窄。 上一届世预

赛，双方在 12 强赛同组，国足与对

手交锋只取得 1 平 1 负， 尤其是在

马来西亚的“中立客场”，中国队在

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 2:2 扳平，痛

失进入附加赛的希望， 一直让国足

主帅里皮耿耿于怀。 双方上一次交

手是去年在南京举行的友谊赛，国

足以 2:0 击败对手。

此前的 40 强赛，叙利亚 3 战全

胜， 国足上一轮 40 强赛不胜菲律

宾， 将榜首的位置暂时让给了叙利

亚， 叙利亚目前在小组积分榜上领

先中国队 2 分。 国足前 3 战保持零

失球， 在净胜球方面也比叙利亚多

4 球，因此本场比赛全取 3 分，对国

足的出线前景有重要的影响。

近日， 国际足联官网点评中国

队形势称， 假如里皮要想率领国足

继续前进， 必须在客场赢下小组头

名叙利亚。“这场与叙利亚的对决，

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国足这次 40 强

赛接下来的走势，如果输球，则竞争

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二都将成为难

题。 ”

本场比赛， 主裁判是来自韩国

的金大容， 不少球迷对这位亚洲金

哨印象深刻，去年中超联赛

恒大主场对决北京国安的

比赛，正是由他执法。在

那场比赛中， 金大容多

次做出争议判罚， 不仅

十分依赖视频助理裁

判， 其判罚结果也未能

让外界信服。因此，国足

对裁判的执法尺度务必

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

备。据悉，国足今晚将身

穿白色客场球衣上阵。

身高 1.92 米的索马近期成为

了叙利亚国家队的“红人”，他被认

为是目前叙利亚队的头号球星。 相

比起前 3 战， 此役国足无论是后防

还是锋线都会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本月初国足抵达广州时， 一位

陌生外籍面孔出现在国足的训练

场，他是里皮团队中的球探安德里，

2002~2012 年他就在当时的意甲恩

波利队担任青训主管， 而后又在锡

耶纳担任球探总监， 随后加入里皮

团队。

据悉，安德里常

年在外为团队收集

对手情报，本

月初， 他就是

在考察完叙利

亚队之后，给

里 皮 “交 功

课”。此番早早

将情报收集归

来， 可见其胸

有成竹。近期里皮在训练之余，利用

空闲时间与个别球员交流， 希望查

缺补漏，做好最周全的准备。

不过， 目前球队中出现不少伤

病情况， 李磊就在 10 日与沙迦 FC

俱乐部教学赛中大腿肌肉拉伤，将

错过中叙战， 而张琳

芃

和吉翔也有

不同程度的伤病。 因此后防线上里

皮需要重组， 针对索马进行严密的

部署。 刘洋和朱辰杰有望成为后防

线上强有力的备选球员。

相比于防线， 国足的锋线更需

要通过进球，为自己正名。 40 强赛

头两轮， 国足面对第四第五档的球

队进球如麻，收获外界肯定，然而上

一轮客场对决菲律宾， 国足锋线面

对对方的铁桶阵无缘破门。 预计本

场比赛国足仍将沿用艾克森、 武磊

和杨旭的锋线搭档。 国足必须在这

场比赛取得更多进球， 在赢球的同

时为接下来的出线目标奠定坚实基

础。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国足后防告急，锋线需自我正名

广清穿越徒步大会

本周六举行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CBA深

圳领航者队终于尝到了胜利的滋味，昨

晚他们在主场以109：104击败了来访的

北京首钢队，获得了赛季首胜。 北京队

外援林书豪拿下了赛季得分新高的28

分，但是北京队还是止步4连胜。

昨晚比赛整个上半场双方都在拉

锯之中，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了第三节

末段。 第三节深圳队小将贺希宁在进入

最后一节前， 连续命中两个三分球，帮

助深圳队从落后1分到反超10分， 胜利

的天平开始倒向了深圳队。

第四节开场不久，北京队的主力控

卫方硕因为不满裁判判罚，直接被裁判

“夺权”罚出场外。 之后刘晓宇又因为在

拼抢中撞破了眼角而伤退，北京队被迫

变阵， 用林书豪换下大外援汉密尔顿。

谁知这步棋歪打正着，林书豪率领球队

将比分在第四节结束前2分钟时将比分

追至104:104平。

这时候又是贺希宁用一记三分球

帮助深圳队稳住了阵脚， 并笑到了最

后。 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贺希宁砍

下了26分，其中三分球11投6中，而贺希

宁本赛季前4轮比赛一共才得24分。

“艰难的比赛， 我们球员拼到了最

后，我们会继续前进的。 ”北京主帅雅尼

斯赛后说到。 在经历4连败之后终于尝

到了胜利的滋味，深圳主帅王建军赛后

特意感谢球员顶住了压力。

接下来的周日，深圳队将继续主场

作战，对手是实力同样不可低估的上海

队。

终结北京4连胜

深圳男篮取新赛季首胜

ATP年终总决赛蒂姆提前出线

费德勒小德

“生死战”相遇

武磊急需为国家队进球，提高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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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克森仍会被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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