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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黄宇龙报道 7 月 21 日下午，

上海农商银行女足在东方体育大厦召开新闻

发布会，正式宣布唐佳丽和沈梦雨两名队员，

分别转会至英超托特纳姆热刺和苏超凯尔特

人足球俱乐部，开启留洋生涯，其中唐佳丽为

租借，沈梦雨为永久转会。

就在 9天前的 7月 12日，葡萄牙体育足

球俱乐部官宣 19岁的中国小将沈梦露加盟。

沈梦露成为第一位征战葡萄牙职业足球联赛

的中国球员，如今加上唐佳丽和沈梦雨，中国

女足的留洋军团正式形成“小分队”规模。

唐佳丽、沈梦雨能圆梦旅欧的一个大背

景是《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贯彻

落实中，明确提出鼓励各地选送优秀年轻队

员出国锻炼，上海女足与两家英国俱乐部经

过友好协商，最终达成一致。为了让两人尽快

赶上英格兰和苏超的比赛，两名队员将不参

加 9月份的陕西全运会决赛阶段比赛。今天

就出发的沈梦雨，按照当地防疫要求完成隔

离后，还可能赶得上代表凯尔特人参加欧冠

联赛资格赛。

发布会现场，唐佳丽感恩，沈梦雨洒泪。

唐佳丽感谢上海女足多年的培养，沈梦雨则

流着眼泪说会珍惜人生中这次难得的机遇。

唐佳丽是 2020 年中国女足金球奖的获

得者，并成为亚足联 2020 年最佳女足球员

的候选人。2020 年年初，唐佳丽在奥预赛小

组赛中表现抢眼，在对阵泰国队、中国台北队

和澳大利亚队的三场比赛中共打入四球，成

为球队的最佳射手。

随后，唐佳丽结束在江苏苏宁女足的租

期，回归上海女足，并在上赛季的女超联赛

中，延续了国际赛场上的火热状态，12 次出

场打入 7球，帮助上海女足获得季军。

4月份的奥运资格赛，对阵韩国队的第

一回合，唐佳丽造点、王霜罚进，帮助中国女

足客场 2比 1 取胜；第二回合，0比 2落后的

局面下，她门线救险，确保中国女足没有陷入

0比 3的绝境，并最终拿到了奥运参赛权。遗

憾的是，唐佳丽最终因伤落选奥运大名单。

但人生就是这样，新的人生机遇又出现

在唐佳丽面前。据悉，此次她前往热刺女足效

力，合同为期一年，是租借形式。热刺在英足

总女子超级联赛中不算劲旅，新赛季将于 9

月 3日打响。唐佳丽表示：“我很荣幸，也很自

豪，出国留洋是我个人的梦想。希望我可以尽

快融入新的球队，在那里展现出自己的风格。

和欧洲球员在力量对比上或许有差距，但我

们更灵活灵巧，这是我们中国球员的优势。”

今年还不足 20 岁的沈梦雨从上海女足

青年队中脱颖而出，司职后腰，近几年成为国

少、国青的主力成员，去年第一次入选国家

队。沈梦雨是以转会形式加盟苏超凯尔特人

足球俱乐部。发布会上，苏超凯尔特人俱乐部

的主教练阿隆索发来一段视频，用中文对沈

梦雨说“欢迎你”。

当年也有海外踢球经历的上海女足主教

练水庆霞为两位爱徒送上祝福：“希望她们照

顾好自己，尽快融入到新的环境、新的阵容，

在国外展现中国女足、上海女足的形象。”

晨报记者俞炯报道 昨天，在国际奥委会

第 138 次全会上，投票通过了澳大利亚布里斯

班正式成为 2032 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这是澳大利亚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此

前墨尔本在 1956 年、悉尼在 2000 年各举办了

一次夏季奥运会。

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首府，也

是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常住人口为 230 万

左右，仅次于已经举办过夏季奥运会的悉尼和

墨尔本。

这座城市临近南回归线，属亚热带气候，年

均日照时间 7.5 小时，故有“阳光之城”的美

誉。由于地处南半球，因此 2032 年的布里斯班

夏季奥运会其实是在当地的冬季进行。

相比以往确定数个官方候选城市，然后投

票表决的模式，国际奥运会在 2019 年改革了

奥运会举办地的产生机制———成立了“奥运会

举办地委员会”，以取代此前的 “评估委员

会”，负责向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推荐多个或者

单个候选城市。

布里斯班正是第一个以这种方式被推荐的

城市，并且成功取得了主办权。据称，布里斯班

主办 2032 年奥运会将为昆士兰州带来 61 亿

美元的价值，并为澳大利亚带来 134 亿美元的

价值。

东京奥运会之后，2024 年夏季奥运会在法

国巴黎举行，2028 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是

美国洛杉矶。

晨报记者 孙俊毅

中国体育彩票“来之于民、用之于民”，通

过体彩公益金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据统计，2018 年 -2020 年，国家体育总局

本级彩票公益金使用 78.0448 亿，主要用于开

展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工作，其中群众体育使

用约 48.82 亿，占比 63%；竞技体育使用约

29.20 亿元，占比 37%。

2018 年、2019 年，国家体育总局在本级体

彩公益金的分配上，统筹考虑贫困县、财政困

难程度、西部地区等因素，在项目和资金安排

上向贫困落后地区倾斜。

2020 年体彩公益金在实施全民健身设施

项目方面，也提出要立足于推进基本公共体育

服务均等化，逐步改善国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的体育场地设施条件，不断提升全国人均体育

场地面积。

体彩创新探索“体育+扶贫”新模式，将体

育设施送进边远山区，让乡村的健身器材、体育

场所越来越多，群众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北京携手张家

口申办 2022 年冬奥会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做

出的郑重承诺。为奋力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体

彩公益金近年大力支持冰雪运动发展。

2018年，体彩公益金安排2120万用于举办

2018年全国青少年“未来之星”冬季阳光体育大

会；2019年，体彩公益金安排600万用于国家体

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举办全国大众体育大赛

（冬季）及“三亿人参与冰雪”数据统计工作，支

持各地开展冬季冰雪运动；2020年，体彩公益金

用于重大奥运场地设施建设51250万元。

加大青少年冰雪运动人才培养，推进冰雪

运动进校园也是体彩公益金的主要支持内容。

2019 年，使用体彩公益金 2000 万元用于开展

冰球青训后备人才培养。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是体彩公益金在竞技体育方面支持的重点。

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体彩公益金分别安排

36742 万元、51250 万元用于国家队转训基地

改善训练条件，围绕总局备战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目标任务项目，加

大对地方用于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重点项

目的支持，着力提升和改善科学训练条件。

2020 年在竞技体育方面，8.42 亿体彩公益

金被分别用于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保障项目、运

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重大奥运场地设施建设、

备战杭州亚运会梯队建设、备战巴黎奥运会梯

队建设等五个方面。

晨报讯 日前，德国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

与瓦伦丁啤酒在上海完成合作续约发布仪

式，双方首次合作始于 2017 年。在此次发布

会上，瓦伦丁新品果啤“小顽啤”也官宣正式

上市。

瓦伦丁啤酒是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开创的自有品牌，产品全部在德国生

产。而“大黄蜂”多特蒙德，作为德甲老牌球

队，历史上获得过 1次欧洲冠军联赛冠军、1

次欧洲优胜者杯冠军、8次德国足球顶级联赛

冠军。双方此次合作，多特蒙德期待借助瓦伦

丁啤酒的推广，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球迷基数；

而瓦伦丁啤酒也期待借助欧洲豪门的影响

力，扩大品牌的曝光度。

（记者 王嫣）

唐佳丽、沈梦雨转会英伦

女足旅欧增添生力军

多特蒙德与赞助商再续前缘

体彩公益金助力体育强国布里斯班赢得 2032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澳大利亚上演“帽子戏法”

奥运首秀净吞五球

中国女足次战没有退路
晨报记者 孙俊毅

北京时间 7 月 21 日下午，2020 东

京奥运会女足比赛率先开打，中国队在

首秀中 0比 5惨败给巴西队。

虽然巴西队的平均年龄稍大，首发

阵容里甚至包括 43 岁的、连续第七次

参加奥运会的老将福米加，以及多次获

得世界足球小姐的 35 岁球星玛塔，但

她们利用老道的经验将中国女足的姑

娘们击溃。

比赛第 9分钟，中国队就丢球，巴西

队利用中国队解围失误，德比尼娅抢点

头槌攻门，击中门框弹出，后点跟进的玛

塔在小禁区前沿的混战中抽射破门。第

22分钟，中国队门将彭诗梦扑球脱手，

德比尼亚门前跟上补射破门，2比 0。

大赛经验远没有巴西队丰富的中

国女足在开局明显过于紧张，加上队长

吴海燕因伤缺阵，后防线上缺少定海神

针，中国队的球门轻松被巴西队攻破。

中国队主教练贾秀全立即做出调

整，前锋乌日古木拉换下中场王焱，加强

进攻。中国队的场面有所改观，一度压制

住巴西队，王霜在前场面对“桑巴足球”

还有过非常惊艳的表现，但 0 比 2 维持

到中场休息。

中国队表现最好的阶段在下半场前

30分钟，发挥出年轻、跑动能力上的优势，

威胁机会变多，然而运气欠佳。第74分钟，

中国队又出现防守混乱、解围失误，玛塔得

球后怒射近角得手，比分变为3比0。

下半场先后四次射门被门柱拒绝，

加上体能下降，中国女足的心态受到极

大影响，第 80 分钟后防线上再犯大错，

送给巴西队一个点球，比分变为 0比 4。

中国队心态彻底崩了，再也无力组织像

样的进攻，第 89 分钟，比亚门前抽射再

下一城，比分定格为 5比 0。

首秀惨败，使得中国女足出线前景

蒙上极大阴影。7月 24 日下午，中国女

足将迎战赞比亚，为了小组出线，这是一

场必须获胜的比赛，甚至还得多进球，为

本场的-5个净胜球还债。

本届奥运会，中国女足和巴西、赞比

亚、荷兰三支球队分在一组，小组头两名

和三个小组中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第三

名可以进入八强。

从小组形势来看，第二轮小组赛对

阵赞比亚的比赛，是中国女足最有把握

全取 3分的。荷兰女足的世界排名第 4

位，甚至高于巴西女足，而赞比亚是第

104 位。下一战对阵赞比亚女足，中国女

足已无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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