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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复苏 勇士擒灰熊
比尔新高 奇才负老鹰

新华社华盛顿5月12日电 在11日进行的
NBA季后赛中，库里状态回暖，帮助金州勇士队
以101：84大胜孟菲斯灰熊队。布拉德利·比尔
拿下个人职业生涯季后赛最高分34分，却没能改
变奇才101：106负于老鹰的颓势。

自从加冕常规赛MVP之后，库里的状态有
所下滑。但是本场比赛中，库里迅速找回感觉，
拿下33分外加8个篮板5次助攻，帮助勇士总比
分2：2追平灰熊。库里说：“本场比赛中，我们充
分彰显了团队精神，我为我们在整场比赛中的表
现感到骄傲。”

勇士主教练科尔说：“在球队1：2落后的时
候，大家都分秒必争，竭尽全力。这可能是我们
最激烈的一场比赛。我希望球员们享受胜利的
喜悦，同时保持对胜利的渴望，毕竟我们只是2：2
战平而已，什么都还没有确定。”

在东部的比赛中，杰夫·蒂格拿下26分，帮助
老鹰战胜奇才，两队大比分2：2战平。米尔萨普
和霍福德分别为老鹰贡献了19分和18分。

奇才的比尔拿下季后赛生涯最高分34分。
第3场比赛的关键先生皮尔斯为奇才拿下22分，
其中包括5个三分。沃尔因右手的伤病连续三场
缺席奇才的大名单。

比尔说：“比赛中我们一直表现不错，我们本
有可能将大比分扩大到3：1，可惜最后关头表现
不佳。而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拿下2场胜利。”皮
尔斯说：“我认为我表现得不错。虽然我有时抓
住了机会，有时错过了，但比赛就是这样。”

本报海口5月12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首届亚洲少
年田径锦标赛今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
结束。代表中国队出征的我省年仅17
岁小将周晶晶，顽强拼搏，发挥出色。
她以总成绩5000分夺得女子七项全能
金牌。这是海南选手第一次在这项比
赛中获得冠军。

这是亚洲首次举办少年田径锦标赛，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选派了运动员参与各
项目的角逐。周晶晶是海南省唯一一名
参加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的运动员。

女子七项全能项目是海南省的传统
强项，已经退役的王海兰在3届全运会
上均取得了进入前4名的好成绩，此外
我省选手符鹏程也多次在全国锦标赛和

冠军赛上排名靠前。自从她俩前两年退
役后，我省女子七项全能项目暂时跌入
低谷。小将周晶晶的崛起，让人看到了
我省女子七项全能项目复苏的希望。

周晶晶2012年由陵水体校张红艺
老师输送到省体校田径队七项全能组，
接受专业训练。经过教练员精心教导
和自身刻苦训练，她在七项全能各项目

中全面均衡发展。在
2014年5月举行的全国
田径大奖赛昆山站女子
七项全能比赛中，周晶晶
以4493分排名第19，此次
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中将总
成绩提高到5000分，运动成绩
大幅度提高。

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结束

我省小将周晶晶全能摘金

本报讯 12日，2015年苏迪曼杯
赛在东莞展开第3日的角逐。在小组
赛第二场比赛中，中国队对阵泰国
队。在第一盘、男双比赛中，蔡赟/傅海
峰在先失一局的不利情况下连胜两
局，以2比1逆转取胜伯丁/帕卡瓦特，
为中国队先拔头筹。赛后，蔡赟坦言
自己和傅海峰这场球赢在了经验，而
傅海峰则表示在第三局中找到了两个
人多年来配合参赛的那种感觉。

虽然如今在单项赛中已经有了各
自的搭档，但在本次苏迪曼杯赛中能够
重新配合参赛，蔡赟/傅海峰并肩作战
的一幕让人感觉好像是两位明星合作
演绎了一场精彩的电影，之后再次合作
足以让人期待不已。对于为何能与蔡
赟再次配合参赛，傅海峰说道：“可能是
教练组考虑我和蔡赟这么多年来在团
体赛中立下不少功，而且都能起到稳定
军心的作用，小组赛让我们尝试一下搭
档参赛。”这一点，蔡赟的看法和傅海峰
不谋而合，“教练看重我们的是经验，今

天这场球我们赢在了经验。”
本场比赛，蔡赟/傅海峰赢得并不

轻松，第一局以14比21落败，决胜局又
曾以16比19落后。即便如此，球迷们
也不会对“风云组合”失去信心，而他们
也用实际行动回报了教练组对他们的
信任以及球迷们对他们的喜爱。

虽然是男双的大满贯得主，但蔡赟
还是摆低了自己的位置，“我是候补队
员，哪有漏洞我就去补，因为我和队里
好多人可以配合，就看对手了。”有记者
问蔡赟打完这场比赛后有何感受，蔡赟
半开玩笑地说道：“我找到了累的感
觉。”面对同样的问题，傅海峰的回答让
人有些动容，“第三局我们慢慢地找到
了这么多年配合打球的那种感觉。”

后面的比赛，蔡赟/傅海峰是否会再次
亮相于赛场？“作为我来说，上不上场不重
要，中国队获得冠军才重要。”蔡赟如是说
道。看得出来，打完这场比赛后，蔡赟/傅海
峰比赛显然还没打过瘾，“我当然不希望这
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苏迪曼杯赛。” （小兰）

当苏迪曼杯上的林丹正在为国羽
的六连冠而拼杀时，那个曾助他打通
奥运夺金路上“最后一公里”的恩师汤
仙虎，却心无旁骛地回到起点，培养着
下一个“林丹”。

回想起二人的这段羽坛佳话，一个
疑问仍然让众多球迷难忘——北京奥
运会前的那一年，究竟是怎样的“点石成
金”，让林丹突破了技艺和精神的藩篱，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成就“全满贯”伟
业？带着这个疑问，11日在东莞市郊一
个绿树成荫、青山俯瞰的羽毛球学校内，
新华社记者找到了已经73岁的“汤帅”。

与北京奥运会上林丹身后那个目
光坚定的汤指导相比，如今的汤仙虎看
上去消瘦了不少。“胃不好，所以瘦了，”
他对记者说。每每回答完记者的提问，
他的目光都要投向场上训练的孩子们。

时间拨回到2007年9月，那是备
战北京奥运会的重要时刻。中国羽毛
球队调整了教练班子，让汤仙虎作为
专家组成员，重点协助男单组工作，尤
其侧重林丹的训练。总教练李永波当

时曾说，“汤仙虎的经验和威望有助于
帮助林丹更加成熟”。而事实证明了
这一点。林丹在转年的奥运会上，一
路过关斩将，并在金牌战中击败老对
手李宗伟，拿到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从那以后，“超级丹”不可阻挡地成为
世界羽坛的霸主。

对此，外界曾认为，是汤仙虎让林
丹的球技上了一个台阶，但汤帅说其
实不是，而是内在能力的提升。

他说：“林丹当时的技术水平已经
很高了，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是内在能
力的提升。平时训练的时候，他一看我
不说话，就有点着急，过来问我，‘你怎
么不说话？’我说，‘你都还没有投入，我
说什么呢？’”而在比赛中，林丹只要回
头看到老帅不动声色地点点头，就会得
到鼓励，明白这个球打得不错。

那么，怎么提升“内在能力”？汤
仙虎说：“这其中有注意力的集中、精
力的问题，有心态的调整、自信心的增
强，因为自信是‘胜利的生命线’，没有
信心肯定失败。还有意志品质的锻炼

增强，更要有智慧，要动脑筋，打球要
发挥你的聪明度。比赛打到最激烈的
时候，拼的其实是这些。”

在汤帅看来，这便是他对林丹最
成功的提升。他说：“通过2008年，林
丹整个人就成熟了。”而在谈到迟迟难
圆奥运梦的李宗伟时，汤仙虎分析说：

“李宗伟那时候出了一点问题，就是
急，手就不怎么听话了。”

这段执教体会，是汤仙虎60年羽
球生涯的心得，他将此总结为“汤式羽
毛球训练法”——打球，只注重技术层
面不够，决定一名运动员实力上限的
是内在的能力。“技战术是外在，决定
胜负的是内在。”

回顾一生众多由自己“点石成金”
的球员，无论是印尼的魏仁芳、叶诚
万、阿迪等世界名将，还是中国的吉新
鹏、夏煊泽、“风云组合”等奥运和世界
冠军，汤帅颇为肯定地说，他最欣赏的
弟子就是林丹。“他成绩确实最好，有
自己的主见，他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成
功。” （据新华社东莞5月12日电）

风云“合体”
找回久违感觉
2比1逆转取胜伯丁/帕卡瓦特

如何帮林丹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

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

2015东莞苏迪曼杯

5月12日，在广东东莞市篮球中心进
行的2015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
锦标赛间隙，羽毛球运动员李瀚男(左)现
场向世界冠军汪鑫求婚。 新华社发

5月11日，23岁的比利时足球
运动员蒂姆·尼科的死讯被当地媒
体证实，他是近两周内第二名在赛
场上因突发心脏病救治无效而去世
的比利时球员。 新华社发

5月14日凌晨2点45分，欧冠半
决赛次回合开赛，皇马回到伯纳乌主
场迎战“斑马军团”尤文图斯。皇马晋
级决赛凶多吉少。

作为皇马阵中服役时间最长、资
历最老的球员，卡西利亚斯最近却陷
入球迷无尽的嘘声、谩骂之中。在伯
纳乌，卡西每次触球，都会有大量球迷
嘘他。尽管安切洛蒂认为，嘘声只会

让卡西更强，但显然卡西的情绪已经
受到球迷的影响。

首回合客场1：2负于尤文，C罗为
皇马打进关键的客场进球。回到主场，
皇马必须要进球才能逆转，在本泽马伤
疑、贝尔状态不佳的情况下，还是得靠C
罗攻城拔寨。从4月17日到现在，本泽
马一直没有代表皇马出场过。因为训
练中扭伤膝盖内侧副韧带，法国前锋休

息了3周时间。不过，本泽马已经伤愈
复出了，能够赶上对阵尤文的生死大
战。从历史概率来看，皇马7次欧冠半
决赛首回合输球，全部出局；尤文欧冠
半 决 赛 首 回 合 赢 2：1，晋 级 概 率
100%。克罗斯、本泽马复出，能否助皇
马破死亡魔咒？对尤文来说，好消息是
中场主力球员博格巴伤愈复出，老妇人
尤文的赢球底气更足了。 ■ 王黎刚

■ 新华社记者 王浩明

在12日召开的广东省足球工作
会议上，参会人员拿到了一份《广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足球改革发展的
实施意见（研讨稿）》。《意见》提出，广
东省将力争在2025年具备承办世界
杯等重要比赛的条件。

该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发了热
议：申办世界杯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我们还需要哪些条件？如果申办，哪
些城市又有望承办呢？

按照以往的惯例，世界杯基本上
是由各大洲轮流承办。如果按此规
律，由于2022年世界杯由亚足联所属

的卡塔尔举办，2026年世界杯中国将
“无权”申办。

但最近有媒体报道，国际足联将
对未来世界杯申办采取开放姿态，各
大洲轮办的模式有可能被打破。但截
至目前，该消息并未得到官方确认。

对中国有利的是，亚足联已经公
开表态支持中国申办。亚足联秘书长
索萨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
国有承办世界杯足球赛所需的一切，
他们一直都支持中国。

索萨说：“他们有场地、基础设施，有
经济支撑，所以我不认为你能拒绝中国
（申办）。我相信中国有潜力。亚洲一直
都支持中国。希望举办世界杯的前景能

够进一步激励中国足球的发展。”
因此，一旦国际足联在洲际轮办

原则上有所松动，拥有亚足联支持的
中国参与申办将顺理成章。

可以说，中国申办世界杯在基础
设施硬件和国际支持方面都有优势，
但目前面临的较大缺口可能就是国际
足联要求的专业足球场。而广州市规
划的能容纳八万观众的专业球场，显
然与这个需求不谋而合。

另外，举办高水平大型国际足球
赛事经验缺乏，或许是中国目前软件
上存在的硬伤。

而广东省出台的《意见》中，恰恰提
到了将通过积极承办国际足球赛事升级

提高安全保卫、场地硬件、竞赛组织、交
通服务、食宿宾馆等系统，在2025年左
右具备承办世界杯等重要比赛的条件。

从《意见》来看，广东有意将最有硬
件基础的广州和深圳打造成未来有希
望承办世界杯的城市，那么全国还可能
有哪些城市可能加入承办队列呢？

我们不妨按照现在的条件做一个
猜想：目前，上海和天津都拥有高规格
的专业球场，城市也拥有良好的硬件
基础。而积极申办2018世界杯预选
赛的北京、西安、南京、长沙、武汉、大
连、青岛、成都和沈阳等是有足球基础
的城市，未来的机会也不小。

（据新华社广州5月有2日电）

斑马踢翻皇马？欧冠半决赛次回合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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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赛事预告

苏亚雷斯遭禁赛
无缘美洲杯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11日电（记者姬烨）
乌拉圭男足国家队主帅塔瓦雷斯11日公布了
2015年美洲杯初步名单，巴塞罗那球星苏亚雷斯
由于还处在禁赛期而无缘本届赛事。

苏亚雷斯因在去年巴西世界杯赛场上牙咬
意大利后卫基耶利尼而被国际足联处以重罚。
虽然已经度过了4个月的“禁足期”并在俱乐部比
赛中踢得风生水起，但“坏小子”仍有8场国家队
正式比赛“禁令”在身，这意味着他将错过将于6
月11日至7月4日进行的智利美洲杯全部比赛。

少了“苏牙”的乌拉圭队锋线将由巴黎圣日
耳曼队的卡瓦尼领衔，而塔瓦雷斯在锋线上还启
用了两名年轻小将，分别是法甲波尔多队的22岁
球员罗兰和葡萄牙本菲卡队的21岁球员罗德里
格斯。塔瓦雷斯将在美洲杯开赛前将这一27人
名单缩减到23人。

在美洲杯的历史上，乌拉圭曾15次夺冠，是
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在4年前于阿根廷举办的
美洲杯中，乌拉圭最终击败巴拉圭夺得冠军。如
今再战，他们与阿根廷、巴拉圭和牙买加队同组。

特维斯回归阿根廷
出征美洲杯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11日电（记者姬烨）
阿根廷足协11日公布了2015年美洲杯30人名
单，巴塞罗那球星梅西将领衔球队豪华攻击线，
而缺席了去年巴西世界杯的特维斯也成功入围。

在去年世界杯决赛遗憾不敌德国队之后，阿
根廷队希望能够在本届美洲杯上证明自己的地
位。主帅马蒂诺在锋线上可供选择的人选无疑
让其他主帅羡慕不已，在这份名单中，由梅西、特
维斯、阿圭罗、伊瓜因、拉维奇等球星组成的攻击
线堪称豪华。

特维斯的回归也是一大看点。在2011年美
洲杯阿根廷与乌拉圭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中，特维
斯在最后的点球大战中罚失点球，阿根廷被淘
汰。之后“野兽”由于各种原因始终与国家队无
缘，前阿根廷主帅萨维利亚更是认为特维斯和梅
西很难产生化学反应，使得特维斯无缘巴西世界
杯。3年过后，在意甲尤文图斯效力的特维斯终
于再次迎来了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马蒂诺将在美洲杯开赛前把这份名单缩减至
23人。阿根廷是美洲杯历史上第二成功的球队，
曾14次夺冠，仅次于15次夺冠的乌拉圭队。本届
美洲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4日在智利举行，阿根
廷队与乌拉圭、巴拉圭和牙买加队同组。

墨西哥多名主力
无缘美洲杯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11日电（记者姬烨）
墨西哥足协11日公布了2015年美洲杯30人大
名单，令人惊讶的是，包括“小豌豆”埃尔南德斯
在内的多名主力没能入选。原来，此举是为了备
战美洲杯之后紧接着开战的北中美及加勒比地
区金杯赛。

本届美洲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4日在智利
举行，之后金杯赛也将于7月开赛。作为北中美
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的会员协会，墨西哥受邀参加
美洲杯，但衔接如此紧密的美洲杯和金杯赛，不
得不让他们的主帅埃雷拉做出兵分两路的决定。

墨西哥11日公布的是一份23人＋7名选手
的名单，6月1日前会确定最后的23人。目前租借
至皇家马德里的埃尔南德斯和比利亚雷亚尔的多
斯桑托斯都不在名单之内。同时，波尔图中场埃
雷拉以及埃因霍温边锋瓜尔达多也没有入选。

这份30人名单中一共有4名在欧洲效力的
球员，包括后防大将马克斯和马德里竞技中锋吉
梅内斯。墨西哥历史上一共参加过8次美洲杯，
获得2次亚军和3次季军。本届美洲杯，墨西哥
与东道主智利、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同组。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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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蔡赟/傅海峰
（右）在男双比赛中以2：1艰
难战胜泰国队选手伯丁·伊
萨拉/帕卡瓦特·维莱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