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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俄罗斯世界杯竟然没了荷兰队

“橙衣军团”到底怎么了？
2018年世界杯决赛圈没有了荷兰队！ 可
在7年前和3年前，“
橙衣军团” 还曾是南非世
界杯的亚军、巴西世界杯的第三名。荷兰足球
到底怎么了？
在当地时间10日的世预赛中， 尽管赛后
宣布退出国家队的罗本打入两球， 但未能改
变荷兰队出局的命运。与此同时，罗本告别国
际大赛， 宣布了一段荷兰足球辉煌期的终
结——
—罗本、范尼、范佩西、斯内德、范德法
特、库伊特等一大批球星的组合，几乎就要在
他们的巅峰期打破“无冕之王”的宿命，但他
们的时代如今已彻底落幕。

“橙衣军团”后继乏人
球队无缘世界杯， 功勋老臣也退出国家
队，现在的这支荷兰队正处在历史低谷中。虽
然此前的成绩也曾出现波动， 但有着超强造
星能力的荷兰足球却从未像现在这般出现人
才断档的情况， 除了在门将位置上有着不错
的人员储备之外，在后卫、中场和锋线上都存
在着青黄不接的问题， 比起其他国家队动辄
90后甚至是95后已经担任攻防重任的现状，
橙衣军团却还在依靠罗本、 多斯特和巴贝尔
这样年过而立的老将。
数据显示，阿贾克斯、费耶诺德以及埃因
霍温几支荷甲豪门近几个赛季的欧战战绩都
不错，阿贾克斯甚至在上赛季还打入了欧联杯
决赛， 可惜球队发挥出色的往往都是外籍青

年才俊，队内的荷兰本土球员水平相对平庸。从
2002年开始的大约10年时间里， 每个赛季都有
荷兰球队培养出来的新星加盟欧洲五大联赛，
而最近一次有荷兰超新星登陆欧洲顶级豪门，
还是德佩在2015年加盟曼联， 但水土不服的他
没能在红魔站稳脚跟， 一个赛季后就去了法甲
里昂队。

教练水平整体下滑
英国媒体分析称， 荷兰队确实应该思考一
下如何能够在竞争越发激烈的欧洲赛场上立
足，毕竟老将已经拼尽全力，缺少中生代球员的
现实让他们不得不把希望直接寄托在95后身
上， 而这些在荷甲豪门刚刚担当主力的新人还
需要时间成长。接下来的几年，橙衣军团也许会
继续在低谷中徘徊一段时间。
除了队员之外，荷兰教练的水平也同样出
现了下滑。 以本次征战世预赛的荷兰国家队为
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球队经历了老布林
德和艾德沃卡特两位主教练，但他们都没能解
决球队进攻乏力的问题，最终吞下连续无缘大
赛的苦果。 放眼五大联赛，荷兰人中目前只有
罗纳德-科曼能够稳坐主教练的位置，弗兰克·
德波尔还成了本赛季第一个被解雇的英超主
帅，要知道上个赛季他在国际米兰的帅位上也
只坐了85天。 教练整体水平下滑也成了近年来
荷兰足球走下坡路的一大主因。

我市网球业余选手
首次获高级别赛事桂冠

更俗剧院
租 售

最新演出信息

10 月 13 日 19:30
10 月 27 日 19:30
11 月 03 日 19:30
11 月 04 日 19:30
11 月 09 日 19:30

南通健美运动迎来一片红火

比赛现场，选
手们诠释了“健与
美”的内涵。
李斌

北青

老当益壮 勇夺冠军

晚报讯 上月23至26日， 由国际网球协
会和中国网球协会主办的2017TF北京国 际
元老网球巡回赛在北京东方国际网球发展
中心举行。 来自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香港
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北京、天津、上海等
地100多名好手参加了比赛。 比赛按45、50、
55和60岁四个年龄组别分别进行单打和双
打比赛。

国庆中秋期间举行的两场市级健美比赛，市健美运
动协会秘书长、中国健美界名宿许其保概括近几年南通
健美运动的发展：目前我市经常从事健美锻炼的人有两
三万人，是30年前的千余倍——
—

我市瑞慈网球俱乐部冒志伟参加了60岁
年龄组的男子单打比赛。 尽管他是这个年龄
组别中年龄最大的， 但他不畏强手， 敢打敢
拼，克服体能瓶颈，先后击败多名国内外网球
好手， 以不败战绩荣获60岁年龄组男子单打
冠军。 这是我市网球业余选手首次在这样高
级别赛事中勇夺桂冠。
张俊发

动画片
《
我的爸爸是森林之王》
茱蒂蒙·琼查容苏因主演喜剧片 《
天才枪手》
王丽坤，高以翔演喜剧片
《
情遇曼哈顿》
《
羞羞的铁拳》
艾伦,马丽,沈腾主演喜剧片
成龙,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动作片
《
英伦对决》
李晨,范冰冰主演动作片
《
空天猎》
《
缝纫机乐队》
董成鹏,乔杉主演喜剧片
《
追龙》
甄子丹,刘德华主演动作片

荷兰铜管乐团
大型多媒体原创沪剧《绿岛情歌》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
比利时魔幻创意剧《旋转木马》
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摩登毛利四重奏之夜 -- 新西兰磁声魅力秀》
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大型新编历史壮剧《冯子材》
售票热线：85512832 85159956 服务监督：85528668

国庆中秋期间举行的两场健美比赛，
分别是市十一运社体部健美比赛、2017年
南通市“
锐思杯” 健美健身比赛暨健身先
生、健身比基尼大赛。市健美运动协会秘书
长许其保介绍说，前一项比赛，主要是检验
近4年南通各地健美运动的开展情况，吸引
了75名男女运动员参赛； 后一项比赛在一
定程度上代表了南通健美运动的最高水
平，有147名参赛者。
“4年前，健美成为上届市运会的正式
比赛项目。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促进了健
美运动的发展。 ”许其保告诉记者，近4年
健美运动在南通各地区进一步发展，参
赛县（市）区和人数均有所上升，如健美
训练场馆数上升到近60家，与4年前相比
翻了一倍。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市民不仅仅追求健康， 也开始
注重塑体。 上世纪80年代，健美运动是小
众项目中的小众， 南通经常从事健美锻
炼的仅20人左右， 如今形成了一个两三
万人的规模。 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每年
一届的市健美比赛在保留健美等传统项
目的同时， 增设了追求形体协调的健体
等新项目，拓展了健美运动的范畴，吸引
了更多爱好者参赛。
记者了解到，市运会健美比赛，体现的
是南通健美运动开展的“
广度”，“
锐思”杯
健美健身比赛暨健身先生、 健身比基尼大

高度”。“
今
赛，代表的是南通健美运动员的“
年是市运会年， 我们原计划将后一项比赛停
办一年，因为市运会各地参赛面要讲究平衡，
整体水平最高的崇川区有很多运动员无缘参
赛。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在3天内连续办了两
次全市性比赛， 这是南通健美运动史上没有
的，说明健美运动不再是一个小众项目，具有
很好的发展前景。 ”
值得一提的是， 南通健美运动的蓬勃发
展，吸引了一些企业家的关注。“锐思杯”赛得
到南通锐思健身器材有限公司的赞助， 此举
让市健美运动协会举办比赛有了稳定的比赛
经费来源。 许其保透露，经有关人士牵线，今
年初南通锐思与市健美运动协会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 锐思总经理马晓龙应聘担任协会副
会长，解决了协会一年的活动经费。“
今年上
半年，协会举办的省健美赛南通市选拔赛，也
是锐思冠名赞助的。 ”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许其保一直是南
通健美界仅有的一名全国冠军，他在1989年、
1990年连续夺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近些年，民
众的积极参与让南通健美整体水平明显提
升，近十多年每年一度的全市比赛，对这些运
动的发展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2008年张民
夺得全国锦标赛冠军，成为我市历史上第二个
健美全国冠军。 近几年，黄天宁、吴林等先后问
鼎全国性比赛，南通健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 ”许其保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王全立

搬
家

大众搬家 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顺喜
居民搬家、企业搬迁、家具拆装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手机： 13328090150
地址：工农路 555 号东楼（开发区、港闸区有分点）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调查

补运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专业搬厂、设备、吊装运、企业搬迁等

地

专业团队、诚信、务实、价优

13962806878 十多年搬运经验 4T-10T 叉车各 2 辆出租
址 :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本地实体：81067222 13073290000 13773650825华联北

手机：

车辆信息

高价求购二手车 高价收二手车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免费上门

专业评估

15996551598 18962808999

仁杰
商务

补运中心 信息调查事务所
祖救家起名风水改名依据相关 ［开
运文献］免费咨询荣获多年【文明诚信单
位】参考如下：商标投资选房租售建修开
张考运婚姻小人干扰等恐惧。“成功运·
搬家安神择吉”感谢者众多，预约黄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 11 路 海门秀山东路 88 号…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发影人生美容美发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友情提醒：本栏目广告位尚有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栏
目投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江海晚报分类窗
口缴纳广告款，广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房 屋

求 会所因发展需要，现急需
门面房， 市口位置好，方
便停车、500-1000m ，电
租 话 18862858333
2

年 10 月 1 日 11 时许，在南通市通吕运河五号桥下靠北侧河
认 2017
中，发现一无名男尸。 经初步勘查，该男尸身高约 1.74 米，体态中
尸 等，黑色头发，发长 3.5 厘米，年龄约 20 多岁；上身穿格子加绒衬
启 衫，内穿红白蓝粗横条毛衣，下身穿深色休闲长裤，背上背一黑色双
肩背包，包内有加厚内衣若干件、一把雨伞、一副耳机等物品。 如有
事 知情者请拨打 110 或通州区公安局兴仁派出所（80885695）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