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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马德里5月13日电（报道
员谢宇智）在皇家马德里欧冠半决赛遗
憾遭尤文图斯淘汰后，皇马主帅安切洛
蒂的去留再一次引发了关注。13日，安
帅承认自己希望能留在马德里，但一切
仍要看俱乐部的安排。

由于皇马此前已在国王杯中出局，联
赛又在只剩两轮的情况下落后巴萨四分，
本赛季这支球队已基本注定将与冠军无

缘。这也让安切洛蒂可能离队的猜测一时
间沸沸扬扬。对此安切洛蒂说：“我不能说
什么。如果俱乐部对我这两年的工作满
意，一切就会如常继续；如果他们不满意，
就应该拿出一个决定来。我的未来我自己
已经有了想法：我希望能够留在这里。但
我也知道足球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安切洛蒂还表示他能给自己的工作
打满分：“我总是给自己10分，因为我喜

爱我的工作，并始终都对它全力以赴。”
但他也表示，给自己打分的做法并不合
适：“只有俱乐部才能给我打这个分。”

而马塞洛则代表球员对主帅给予了
支持，他说：“从我的角度看，他应该留
下。他是一位胜利者，是个非常伟大的
教练。”

安切洛蒂与皇马的合同将于2016
年夏天到期。

皇马半决赛被尤文图斯淘汰，无缘欧冠决赛

安帅：我希望能留队

■ 新华社记者 杨稳玺

凭借莫拉塔的进球和全队严丝合
缝的链式防守，尤文图斯在客场1：1逼
平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以3：2的总比
分晋级欧冠决赛。皇马未能打破欧冠
改制后从无冠军卫冕的魔咒，尤文图斯
却在12年后重新回到了欧洲足坛的决
胜之巅。

这场比赛，除皇马前锋本泽马和尤
文图斯中场博格巴伤愈复出首发外，在

阵容方面，较上回合两队均未做出过大
调整，但回到主场伯纳乌的皇家马德里
在气势方面明显更胜一筹。

博彩公司一致看好卫冕冠军逆转，
比赛统计数字皇马处处领先，过程场面
主队占尽优势，阵容强度尤文图斯更是
提不上台面。如果分析比赛结果，那么
原因也许只有一点：相比星光熠熠的皇
家马德里，由“土豪弃将”和“蓝领”组成
的尤文图斯，更加渴望胜利。

整场比赛，尤文图斯都在不遗余力

地奔跑：比达尔、利希施泰纳、埃弗拉等
从一个禁区到另一个禁区，年老的皮尔
洛跑动距离也多达10公里。如果说皇
马的杀器是巨星们的精妙合作与天外飞
仙般的灵光闪现，那么尤文图斯的获胜
则更多的依靠全体球员的精诚合作与奋
不顾身的汗水努力。

而皇马方面，运气不佳固然是一方
面，多次射门都差之毫厘。但另一方面，
皇马队副拉莫斯也承认球队的心态出现
了问题：“在打入第一个球后我们认为比

赛已经敲定了……士气上有些下滑。”
两种不同的心态，或许正成为比赛

的胜负手。
尤文图斯的获胜，再次证明了足球

赛场并不只是天才的舞台。而同样的道
理也适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你我
对那些成功者的家世、才智、背景、运气
等因素羡慕不已时，大家可曾扪心自问，
对于胜利，是否有着永不满足的饥饿感，
和永不放弃的努力？

（新华社银川5月14日电）

尤文图斯胜在意志顽强

新华社东莞5月14日电（记者王浩
宇 陈冀）世界羽联（BWF）秘书长托马
斯·伦德14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尽管中国羽毛球队在去年丢掉了几
个重要赛事冠军，但这并不意味中国队
退步了，而是对手在快速的进步。

在2014年的汤尤杯、世锦赛、亚运
会、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几大赛事
中，国羽优势不如以往。男团在汤姆斯杯
半决赛不敌日本，亚运决赛又负于韩国；
而女队方面团体赛成绩稳定，但在个人赛
事中却不太如意，女单先后在世锦赛和羽
联超级系列赛总决赛失冠，女双也折戟于
亚运会和超级系列赛总决赛。

中国队的统治力不如以往，是实力
今不如昔？还是缺乏后备人才？伦德对
这两点均不认同。

“中国仍有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并
没有变弱，是其他球队现在变强了。中
国队退步和其他国家进步，这是完全不
同的概念。”伦德说，“中国球迷仍应该继
续对球队感到骄傲，他们为国家赢得很
多的冠军。当然，从BWF的角度看，我
们希望更多的队伍在实力上接近中国
队，比如日本夺得汤姆斯杯，印度、泰国
和西班牙都出现了女单冠军。”

在伦德看来，传统强队里并不是只
有中国队受到冲击，“越来越多来自新兴
国家的球员击败了来自传统强队的球
员，但这不是因为这些强队退步了，而是
因为其他人进步了。”

伦德认为，羽毛球近些年在全世界的
推广势头不错，尤其是通过各地举办世界
级大赛产生的影响力。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上，BWF宣布2016年汤尤杯、2017年苏
迪曼杯、2017年世锦赛分别落户中国昆山、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苏格兰格拉斯哥，其
中澳大利亚是第一次举办世界级羽毛球赛
事，也是羽球大赛第一次走出欧洲、亚洲。

此外，伦德介绍BWF的推广还包
括更多在基层和社区的宣传，比如学校
教育以及社交网络。BWF主管社交媒
体的欧文·利德透露在中国BWF已经
在微博和微信上开设了账号，此外不久
后还会有中文版的BWF官网。

利德说：“中国球迷可以通过社交平
台获取我们的相关新闻，并和球员们互
动，同时球员也以此做个人宣传，我们的
想法是不光让那些大牌球星宣传自己，
也要让那些年轻的、有潜力的新星有一
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世界羽联秘书长伦德分析羽坛现状：

中国没退步 对手在进步

■ 新华社记者 姚友明 林德韧 王昊飞

中国男篮13日以80：65战胜了由
参加过NCAA比赛队员组成的美国职
业联队。其中，王哲林、李慕豪、周琦三
位内线球员联手攻下35分，新的“移动长
城”明年能否闪耀里约奥运会令人期待。

近30年以来，国家男篮的核心队员
一般都由内线担当，远有“亚洲第一中
锋”穆铁柱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
体育代表团旗手王立彬，中有曾经的
CBA联赛“活化石”单涛，近有被并称为

“移动长城”的姚明、王治郅和巴特尔。
几乎每届国家队，内线球员都承载着摧
城拔寨的重任和传承衣钵的使命。

但在2013年的菲律宾亚锦赛和去
年的仁川亚运会上，中国队的内线优势
消失殆尽：中华台北队归化球员弥补了
其内线的短板，并依靠“变态准”的三分
投射让中国队兵败马尼拉；拥有如今“亚
洲第一中锋”哈达迪的伊朗队，更是在亚
运会上将中国队的内线冲的七零八落；
就连之前在亚运会赛场上从没战胜过中
国男篮的日本队，也在一度落后15分的
情况下实现逆转，面对亚运史上最差成
绩，中国男篮内线的糟糕表现难辞其咎。

痛定思痛、知耻后勇，虽然这届国家
队被人感觉整体缺乏“星味”，但几位内线

队员在训练中的努力却为记者所亲见，进
攻时，宫鲁鸣要求内线上提进行高位策应，
随后快速折返下底在接球后面对篮筐进
攻；防守时，宫鲁鸣提示4号位球员应迅速
上前帮助两名后卫封堵对方组织后卫传球
线路，一旦封堵不成，4号位需要迅速回到
自身原来的防守区域。几个回合下来，包
括陶汉林和邹雨宸在内的5个“大个子”已
是上气不接下气，汗珠不断从年轻人的脸
庞间滑落，可没有人叫苦喊累。

有人说，“无中锋化”或许已是未来国
际篮球发展的一大趋势。去年的世锦赛
上，西班牙队虽然拥有把中锋攻防战术演
绎到极致的加索尔兄弟，却最终没能逃过
被法国队淘汰的悲惨结局；拥有三名NBA
级别中锋的巴西队，却被塞尔维亚队狂屠
28分，当瓦莱乔被一个高大而全面的小前
锋完全限制，当传统站桩中锋转型为“移动
铁塔”，世界上或许就已再也没有传统意义
上的中锋了，美国队甚至永远都不再需要
带一名中锋去参加国际篮联的赛事。

但正是在13日的热身赛上，人们仿
佛又重新在一批年轻的小伙子身上看到
了“移动长城”当年的身影，王哲林拿到
全队最高的18分，李慕豪的关键时刻的
两记大帽让人印象深刻，周琦则扮演好
了自己4、5号位“摇摆人”的角色，成为
全队进攻的重要支点。更值得称赞的

是，这些年轻人白天刚刚演练完的技战
术，就几乎分毫不差地还原在晚上的比
赛中，年轻人的潜力和努力，让人们对这
支球队的未来抱有期望。

想要踏上明年的奥运赛场，就必须先
征服今年的亚洲赛场，国家队主教练宫鲁
鸣表示，国家队的身高在亚洲范围内仍然
具有优势，只要把握好“以守带攻”的战术
思想，用凶悍的防守“掐死”对手的后卫和
锋线，就能够有效抑制对手“小快灵”特点
的发挥。“至于有观众说希望看到我们能
打出些配合，我倒并不是太担心，年轻人
需要磨合，也需要学习，我们会在剩下几
个月的时间内加紧备战，”他说。

王哲林，21岁；李慕豪，23岁；周琦，
19岁。与老一辈的“移动长城”在同年
龄段相比，这些人暂时“落后”了，他们目
前还没有人拿过CBA联赛冠军，更还没
人登陆过NBA。但对依然年轻、依然执
著、依然追梦的他们，成名不分早晚，未
来也还有千万种可能，就像在一张白纸
上作画一样，新“移动长城”的未来，又有
谁能盖棺定论呢？

也许就像十二年前一样，兵败釜山
（亚运会）的中国男篮却通过在长春的热
身赛踏上“复兴之路”，新的“中国高度”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样的轮回重
现。 （新华社长春5月14日电）

男篮胜美国职业联队，哲林、李慕豪、周琦三球员攻下35分

新“移动长城”能否闪耀里约？

NBA西部半决赛第5场：

灰熊不敌勇士

5 月 13 日，，在 2014-
2015赛季NBA季后赛西部半
决赛第五场比赛中，孟菲斯灰
熊队客场以78：98不敌金州
勇士队，总比分以2：3落后。

图为灰熊队球员科斯塔·
库弗斯（上）在比赛中投篮。

新华社发

新华社马德里5月13日电（报道员
谢宇智）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13日结
束，皇马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下被尤文图
斯1：1逼平，无缘决赛，全队将士情绪低
落。赛后，球员们就失利进行了剖析和
检讨，他们认为：运气不佳固然是一方
面，但心态的变化也是球队惨遭淘汰的
关键。

皇马在本场创造了多个进球机会，
但除克·罗纳尔多以一记点球打开局面
外，其余时间里球队的大多数射门都差

之毫厘。平局最终使首回合落败的“白
衣军”以2：3的总比分被来自意大利的

“斑马军团”挡在了决赛的大门外。这也
让欧冠自92年改制以来卫冕冠军从未
实现卫冕的“魔咒”将被继续保持下去。

后卫马塞洛认为皇马本场输在了运
气上：“我们打得不比尤文图斯差。球队
很好地控制了比赛，但皮球就是不愿意
入网，我们的运气实在糟糕。”而多次错
失进球机会的贝尔也承认：“我的球运不
佳，错过了好几次进球机会，其中一些球

放在平时一般能进的，但今晚就是不
行。”

但另一方面，皇马队副拉莫斯却直
言球队的心态出现了问题：“在打入第一
个球以后我们就认为比赛已经敲定了。”
他还说：“我们原本在上半场有机会扩大
比分，但却没能做到，最后这让我们付出
了代价。比分成为1：1以后球队在士气
上有些下滑。我们在创造了15次进球
机会后却被淘汰了……”

目前皇马在联赛中落后巴萨四

分，夺取西甲的希望也
已极为渺茫。球队
即将面临又一年无
冠的尴尬。但正
如拉莫斯所说：

“失败教给我
们的远比胜
利要多。这
样的经验未
来将给我们
以帮助。”

马塞洛怪运气
拉莫斯怨心态

中超前瞻

榜首大战
恒大占优

15日，中超第10轮将上演一场
榜首大战，广州恒大主场对阵上海上
港。卡纳瓦罗麾下的这支恒大无论是
在中超还是亚冠当中表现得并不稳
定，卡纳瓦罗的执教能力也或多或少
地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对卡纳瓦罗来
说，此番对阵上港，是为自己正名的最
好机会。

尽管身为中超联赛的霸主，但
广州恒大近几个赛季的优势已经越
来越小，上海上港作为中超新贵，纸
面实力并不逊于恒大，俨然已成为
卫冕冠军的最大挑战者。联赛战罢
9轮，上港以6胜3平的成绩高居积
分榜榜首，恒大以 1分之差紧随其
后。尽管联赛赛程还长，要谈本赛
季冠军归属为时尚早，但这场强强
对话仍将对联赛上半程的排名座次
产生直接影响，乃至为本赛季的争
冠格局奠定基调。

恒大旧将孔卡和孙祥本赛季均在
上港稳坐主力位置，均出场8次，孙祥
成为防线领袖，孔卡则有1球4助攻
23次威胁传球的不俗数据。在昔日
的主场对阵曾经的队友，两人能够有
怎样的发挥值得关注。本赛季加盟恒
大的新援高拉特在中超的比赛中已经
打入8粒进球，在亚冠联赛中也有6
球进账，有球迷将这位巴西人看成了
新的“天体之王”。孔卡与高拉特，这
两代广州球迷的“宠儿”也将在15日
的比赛中直接展开对话，孰优孰劣或
可立见分晓。 ■ 王黎刚

快船VS火箭
15日 10:30 CCTV-5直播

赛事预告

恒大VS上港
15日 20:00 CCTV-5直播

公牛VS骑士
15日 08:00 重庆卫视直播

中超

NBA

海口观澜湖彩色酷跑
超千人报名参加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记者从海口观澜湖
了解到，16日举办的“海口观澜湖六公里彩色
酷跑”活动报名人数已突破1000名，由于跑步
场地限制，海口观澜湖微信报名平台提前截止
报名。

据介绍，海口观澜湖精心设计的彩色酷跑
路线以片区特色景点连接，将为参与者带来别
样的户外跑步旅游体验。一路上身披绚丽“彩
虹”的酷跑者派对，可以用每个人独特的方式传
递“绿色出行，畅享自然”的健康理念。继海口
观澜湖今夏推出亲子狂欢水上主题乐园后，再
次举办千人陆上狂欢活动——彩色酷跑，为人
们选择健康、快乐、和谐的美丽生活方式不断创
造环境。

海口观澜湖六公里彩色酷跑是一项推崇健
康、快乐、和谐的跑步活动。跑步路线设计经过
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影人星光大
道”、“1942街民主路”、“大型摄影棚拍摄区”、观
澜湖·兰桂坊·海口石矿湖、海口观澜湖火山岩矿
温泉欧洲区冲浪池。

彩色酷跑过程中，每隔一段就会设有人工喷
彩点，跑步者经过喷彩点时，会被抛洒上不同颜
色的玉米粉。活动中所用的颜色粉末由纯天然
玉米淀粉制成，对人体和环境无害，易于清洗。
在海口观澜湖火山岩矿温泉欧洲区冲浪池终点
站，还设计了街舞表演、DJ、抽奖等活动环节，把
酷跑氛围推向高潮。与传统跑步竞速相比，海口
观澜湖彩色酷跑融合了跑步、色彩还有音乐，更
强调“参与、娱乐和色彩”的重要性，与追求速度
不同，彩色酷跑运动，使跑步者得到的是自我和
旅游休闲式的跑步体验。

国际足联一前副主席
涉嫌受贿遭禁8年

新华社日内瓦5月13日电 国际足联道德
委员会13日发表公告说，因涉嫌受贿30余万欧
元，其前副主席泰马里将在8年内被禁止参与任
何国家及国际层面的足球活动。

泰马里时任大洋洲足联主席兼塔希提足协
主席，最初于2010年11月，在国际足联投票决定
卡塔尔获得2022年世界杯举办权前，因向记者泄
露世界杯申办竞标事宜而被禁一年，同时被取消
参与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申办投票。泰马里
随后上诉，这一行为导致大洋洲足联不能参与申
办进程，而后者原本是卡塔尔在2022年世界杯申
办竞争对手澳大利亚的有力支持者。

公告显示，就在泰马里被禁同一月，他与卡
塔尔官员、时任亚足联主席兼国际足联执委会成
员的哈曼在马来西亚会面。2010年12月，卡塔
尔申办世界杯成功。数周后，泰马里于2011年1
月接受了哈曼305640欧元的资助，以支付其上
诉费用。道德委员会认定，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
禁止收受馈赠等五项国际足联道德准则条款。

尽管该条款于2012年更新，但是国际足联已
准许该条文有追溯力。据外媒消息，目前另有四
名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也因卷入受贿案被禁。

5月13日，在欧冠
半决赛上，C·罗无力
回天。 新华社发

西藏成立职业篮球队
主场海拔3646米

新华社拉萨5月14日电 （记者黄兴 许万
虎）拉萨市教育体育局消息，西藏首支职业篮球
队——拉萨净土队近日正式成立，填补了西藏没
有职业篮球队的空白。拉萨净土队主场海拔
3646米，成为国内海拔最高的赛事主场。

据了解，目前拉萨净土队14名球员名单出现
在了中国篮协官网发布的一期NBL（全国男子篮
球联赛）联赛运动员注册资格公示中，分别为巴
智超、韩党建、洛松多吉、倪庆庆、曲振杰、仁青曲
扎、申屠骏、隋志恒、姚广国、张朝龙、张术、周国
强、于洋、沈修培。其中，巴智超、申屠骏、姚广国
有过在CBA球队效力的经验。

去年夏天，CBA西部行期间北京队和八一队
两队组成的CBA联队曾与西藏当地球员组成的
球队进行切磋。当时的比赛场馆——拉萨市文
化体育中心有望成为拉萨净土队的主场。

NBL是CBA之后的中国第二级职业篮球联赛。
林丹在苏迪曼杯8强赛对德国队比

赛中。 新华社发

经纪人称

伊布绝无可能回米兰
新华社巴黎5月13日电 随着法甲联赛接

近尾声，又一波转会传闻甚嚣尘上，其中就包括
巴黎圣日耳曼队前锋伊布拉希莫维奇重回意甲
老牌劲旅AC米兰队的消息，不过瑞典球星的经
纪人13日表示这“没可能”。

“我不理解为什么最近会有这样的谣言，说
伊布会回米兰。”伊布的经纪人拉伊奥拉说，“我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只能一遍一遍地重复，兹
拉坦（伊布）不会回米兰，没可能。”

2012年7月，伊布自AC米兰转会“大巴黎”，
不久米兰方面便承认，被迫出售伊布是因为俱乐
部财政窘迫，付不起他1200万欧元的年薪。

目前伊布与巴黎圣日耳曼的合同至2016年
夏截止，而他的年薪已经涨至1500万欧元。

两周前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大巴黎”
俱乐部主席阿尔赫莱菲已经为伊布贴上了“非
买”标签，说瑞典射手与俱乐部之间的合同会执
行到最后期限。“这事根本无需讨论。”卡塔尔人
说，“伊布下赛季还会为我们效力，这是毋庸置
疑的。”

不过对于这位“善变”的球星来说，能为一支
球队效力超过三年也是个罕见的情况，自荷兰阿
贾克斯队成名至今，伊布11年里呆过的球队包括
尤文图斯、国际米兰、巴塞罗那、AC米兰和巴黎
圣日耳曼。如果能将“大巴黎”的合同履行到期，
对于他来说将是一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