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超补赛战平阿森纳

桑德兰保级成功

据新华社伦敦5月20日电 英超20日进行了一
场补赛，桑德兰在客场0：0逼平阿森纳保级成功，这场
平局也使阿森纳错失一个确保直接进入欧冠小组赛
的机会。

在英超仅剩一轮的情况下，本场赛后，桑德兰比
降级区积分最高的球队多4分，这使得两个月前接替
波耶特担任“黑猫”主帅的迪克·艾德沃卡特完成了保
级任务。

比赛结束时，艾德沃卡特流下了眼泪，这位67岁
的荷兰人说这是他足球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哭泣。

“没有人认为我们能做到但我们确实做到了，”艾
德沃卡特说，他曾在执教埃因霍温队、圣彼得堡泽尼
特队和格拉斯哥流浪者队时获得过冠军头衔。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最重要的是球
员们开始相信他们能做些事情”，艾德沃卡特补充道。

现在，轮到赫尔城和纽卡斯尔为保级而战了，在
24日的最后一轮中，仅领先赫尔城两分的纽卡斯尔将
对阵西汉姆联队，而赫尔城将主场迎战曼联队。

排名第四的曼联目前仅在理论上还存在直接打
进欧冠小组赛的机会，因为处于积分榜第三位的阿森
纳目前拥有3分和7个净胜球的优势。

本场比赛，坐镇主场的阿森纳在场面上占据明显
优势。“当我们创造出机会时，我们缺乏犀利的进攻”，
主帅温格说，他希望球队能在30日对阵阿斯顿维拉的
英足总杯决赛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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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 5月 21日晚，
2015年亚洲女排锦标赛结束了小组赛
第二轮的角逐。由于首个对手斐济退
赛，A组的中国女排直至今晚才在本届
亚锦赛首次亮相。面对实力较弱的印
度，中国直落三局横扫对手顺利闯关，三
局比分为25-8、25-12和25-12，提前
锁定八强席位。

两轮比赛战罢，A组的中国和伊朗、
B组的泰国、C组的越南、D组的韩国提
前晋级八强，另外三个八强席位将在中
华台北VS中国香港、日本VS蒙古、澳大
利亚VS哈萨克斯坦三场比赛后产生。

小组赛首日较量，中国女排由于斐
济退赛而被迫休战。21日对垒印度，尽
管对手实力有限，中国女排仍派出全主
力阵容首发，主攻为12号惠若琪（队长）

和2号朱婷、副攻1号袁心玥和6号杨珺
菁、接应8号曾春蕾、二传5号沈静思、
自由人10号单丹娜。

在比赛过程中，主教练郎平轮换12
名球员全部登场练兵，其中张常宁分别在
第二、三局兼职接应和主攻两位置出战。

赛后，中国女排主帅郎平表示：“这
是开年的第一场比赛，大家都比较兴
奋。我告诫队员还是像平常一样打，注
意细节。总体来说打得还不错。”

本场比赛是否起到检验集训成果的
作用？郎平谨慎地说：“现在还谈集训成
果为时过早，因为对手不是很强，只有当
对手给你压力的时候，才能看出问题。”

谈到张常宁的使用，郎平解释：“今
天对手不是很强，我们还是尽可能派队
员上去尝试。今年最重要的是世界杯，

还是希望每个位置都有人可用。”
22日晚19时30分，中国女排将在

小组赛最后一场较量中对阵伊朗。
（高加）

中国3：0印度
泰国3：0中国香港

中华台北3：0斯里兰卡
日本3：0土库曼斯坦

越南3：0蒙古
韩国3：1澳大利亚

哈萨克斯坦3：0菲律宾

中国女排轻取印度挺进八强
郎平：对手不强，还看不出问题

女排亚锦赛
第二轮战报

■ 阿成

“群鹰斗詹皇”是人们期待的老
鹰VS骑士系列赛的重要戏码，首战
果然不乏詹皇单打取分的场面，詹
姆斯也不出意料拿下全队最高的31
分。不过，要说骑士取胜的头号功
臣，当属JR史密斯这把“神经飞刀”。

作为替补出战的史密斯，16 投
10中拿下28分，其中三分球12中8，
超高的命中率居然来自那些难度极
高的投篮，面对对手的严密看防，史
密斯不管不顾扬手就中，“变态准”
堪比勇士的水花兄弟。尤为重要的
是，进入第三节末段后，正是史密斯
连发“飞刀”扩大了比分，奠定骑士
获胜的大势。

勒夫伤退报销后，欧文被视为
詹皇最重要的帮手，人们都以为欧
文的发挥将是骑士能否获胜的关键
因素。 欧文此战带伤出战，进攻上
还算正常，但膝伤让防守本不是强
项的他成为骑士防守的软肋，蒂格

等老鹰控卫不断强突，骑士的防线
轻易就被打开一条通道。于是，史
密斯、香波特等得到更多的出场时
间，欧文离场反而补上了骑士防守
上的漏洞；在进攻上，史密斯也提升
为球队主要攻击点之一，得到更多
的出手权，成就了这一场“飞刀击杀
老鹰”的好戏。

不过，史密斯始终是一把“神经
刀”，因为他不像库里等神射手那样
能保持稳定的命中率，经常有浪射
的时候。下一场史密斯未必有那么
准了，但老鹰队可不敢放松对他的
防守，因此也牵扯和减轻了对詹姆
斯的防守力量，史密斯可能也会成
为这轮系列赛骑士队的重要棋子，
以及影响胜负的“X因素”。

就算史密斯不发挥，骑士还有
压制老鹰的地方，那就是内线。高
中锋莫兹戈夫高而不笨，首战主要
靠二次进攻就拿下两双；大前锋汤
普森擅抢前场篮板，此场抓下10个
篮板球其中5个为前场篮板。反观

老鹰队内线偏矮，两个主力内线霍
福德和米尔萨普还没有骑士的大
前锋汤普森高。首战篮板球比为
49：37，骑士大幅领先，也是左右胜
负的关键。

为老鹰队主帅布登霍泽点赞，
他把资质平平的老鹰打造成一支
优秀队伍，充分展示了团队篮球的
魅力。不过，在残酷的季后赛，暴
露出弱点就会被对手狠狠打击。
面对有超级巨星压阵、内线高度占
优、外线有“神经刀”射手的骑士，
老鹰队的阵容显得先天不足。更
不好的消息是，老鹰队主力卡罗尔
首战受伤离场，很可能赛季报销。
卡罗尔是老鹰队前两轮系列赛的
头号得分手，与骑
士的系列赛则担
当主防詹姆斯的
重任。先天不足
加上折损大将耗
费元气，老鹰恐难
继续高飞了。

北京时间22日，火箭将在西部决赛
中继续做客勇士。首战魔兽霍华德膝盖
扭伤打了一节就离场，也成为火箭输球
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战如果魔兽不能
出战，火箭要想扳平比分将非常困难。

经过检查后，霍华德的左膝并不是
挫伤，而是扭伤，他能否出战还无法确
定。虽然来自火箭官方的消息是“出战
成疑”，但霍华德在接受采访时却表现得
非常乐观又坚定，他坚称，膝盖的伤痛不
会阻止自己出战第二战。霍华德镇守的
内线，是火箭与勇士的对位中为数不多
的优势，如果魔兽缺阵或勉强上场发挥
不佳，火箭赢面无疑变得更小。

如果霍华德不能出场，哈登无疑要
承担起更多责任。首战火箭上半场一度
领先了16分之多，却在第二节被勇士打

出一波21：4的高潮，半场结束反而落后
了3分。比赛中火箭确实暴露出了一些
问题，但哈登认为，首战的问题都可以解
决。“我们的比赛理念必须坚持，不让他
们跑起来，并控制自己的失误。”哈登
说。首战哈登表现出色，砍下28分11
个篮板和9次助攻，差一点打出三双。
但仅凭哈登的力量，显然无法与勇士抗
衡，火箭队还需要其他球员有更好的发
挥，阿里扎要努力保持状态，在外线给球
队带来火力支持，史密斯、布鲁尔、特里
等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两支球队都非常依赖三分球，勇士
队首战三分球29投10中，火箭队22投
8中，库里一人11投6中。第二战双方
三分球的表现，也将是比赛的看点和胜
负的关键。 ■ 林永成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0日电（记
者李博闻）詹姆斯砍下31分，JR史密
斯三分12投8中，克里夫兰骑士20日
在客场以97：89击败亚特兰大老鹰，
在东部决赛中取得1：0的领先。主场
失利的老鹰还损兵折将，主力球员卡
罗尔受伤离场。

除了全场最高的31分，詹姆斯还
得到8个篮板和6次助攻，汤普森得
到14分和10个篮板，欧文发挥一般，
取下10分和6次助攻。

老鹰队的后卫蒂格得到全队最
高的27分，霍福德得到16分和7个
篮板，米尔萨普贡献13分和 7个篮
板。老鹰五虎上将之一的卡罗尔末
节在一次上篮中扭伤膝盖，痛苦倒
地的他已经无法行走，被工作人员
搀扶离场。卡罗尔很可能缺席剩余
比赛。

首节一上来老鹰率先找到手感，
多点开花，凭借一波16：9的攻击波，
以26：20领先。次节JR史密斯连中
两记三分球，詹姆斯跳投锦上添花，骑
士在半场结束时以51：51追平比分。
易边再战，JR史密斯再次连续命中两
记三分，率领骑士打出一波8：0，以
74：67领先进入第四节。

JR史密斯此役手感热得发烫，三
分12投8中创造了球队季后赛单场
命中三分球的纪录。他全场得到了
28分和8个篮板。

一度落后16分的老鹰并没有气
馁，反而在第四节替补球员贝兹莫尔
的带领下打出一波13：1的高潮，在比
赛还剩1分钟时将比分追至87：91。
但詹姆斯随后接管比赛，他长驱直入
飞身暴扣并两罚全中为骑士将胜利收
入囊中。

骑士奏凯
老鹰折翅

“神经飞刀”击杀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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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兽受伤难抗勇士

海南青少年高尔夫校园行活动举行

首站走进澄迈第二小学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近日，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

球巡回赛教练组走进澄迈县第二小学，为该校的20多
名学生上了一堂高尔夫球课。这是高尔夫球运动第
一次和澄迈的小学生“亲密接触”。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负责人透露，为了能让
澄迈二小的孩子们练习高尔夫球，他们特向该学校捐
赠了球杆。为小学生授课的是曾征战欧巡赛的西班
牙人乔治。乔治从站姿、握杆、挥杆等基本技术教起，
将专业的高尔夫知识和技巧，通过简单易懂的方式嵌
入游戏，教孩子们一些打高尔夫球的基础动作。尽管
孩子们都是第一次接触高尔夫球运动，但他们学得非
常认真。

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负责人表示，海南青少
年高尔夫校园行活动还将向省内11所小学开展高尔
夫启蒙体验课程。开办这样的课堂，旨在让更多的海
南本地青少年免费接触和体验高尔夫，从而促进海南
青少年高尔夫运动的推广普及。

本报讯 北京时间5月21日晚，现
年35岁的巴萨队长哈维在球队训练结
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将在本
赛季结束后离开巴萨，赴卡塔尔联赛踢
球。卡塔尔阿尔萨德俱乐部随后也官方
确认了哈维加盟的消息。

哈维证实自己将在阿尔萨德效力2
年，第3年拥有选择权。据西班牙媒体
报道，哈维跟阿尔萨德签署了一份长期
的合同，最后几年充当俱乐部的大使。
今年3月，西班牙联赛有过短暂的停赛
期，哈维也借此机会到卡塔尔去了一趟，
期间就有传言说哈维和阿尔萨德俱乐部
签约了。

哈维已经为巴萨一线队效力了17
年，如果从青训算起，有25年的时间。
1998年10月3日，在巴萨客场3：1战胜
瓦伦西亚的比赛中，哈维迎来了自己巴
萨生涯的西甲首秀，他共随队获得23个

冠军奖杯，其中包括8个联赛冠军，3个
欧冠冠军，2个国王杯冠军，6个西班牙
超级杯冠军，2个欧洲超级杯冠军和2个
世俱杯冠军。本赛季，哈维共为巴萨出
战30场联赛，18次为首发，打进了2球，
巴萨的成绩为25胜2平3负。

哈维为巴萨出场763次，是巴萨队
史出场次数的第一人；欧冠出场150次，
与卡西并列历史第一。在临走之前哈维
还有一个打破记录的机会，他23座冠军
奖杯的成绩已经追平了皇马传奇亨托创
造的西班牙球员获得冠军奖杯纪录，只
要巴萨能夺得国王杯或者欧冠，他就将
成为该项记录新的保持者。

本周末将进行西甲最后一轮的比赛，
巴萨会在主场迎来拉科鲁尼亚的挑战，这
也将是哈维职业生涯最后一场西甲联
赛。经过协商，西班牙足协同意在这场比
赛之后为巴萨颁发冠军奖杯，届时哈维将

代表球队举起这座奖杯。根据《马卡报》
的报道，巴萨还准备了一个十分感人的视
频，将在裁判吹响终场哨后送给哈维。5
月30日与毕尔巴鄂竞技的国王杯决赛也
将在诺坎普举行，届时哈维很可能还将有
一个和主场球迷告别的机会。

根据《每日体育报》的报道，巴萨打
算在国王杯决赛和欧冠决赛中间为哈维
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仪式，并邀请这17
年所有的主教练来到俱乐部，包括博斯
克、范加尔、里杰卡尔德和瓜迪奥拉等都
将回到诺坎普。巴萨此举是想告诉哈
维，巴萨的大门一直对他敞开，只要他愿
意，随时都可以回来。

“穿上别的球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情，毕竟我从11岁就开始穿巴萨的队
服。现在，我只剩下3场比赛了。我会
想念梅西、伊涅斯塔、布斯克茨、佩德罗，
以及这里所有的朋友。”哈维说。（小新）

哈维宣布本赛季后离开巴萨
将赴卡塔尔联赛踢球

NBA西部
决赛前瞻

NBA东部决赛开战

北京时间5月21日，凭借替补前锋马特里在加时赛中的进球，意甲新
科冠军尤文图斯在意大利杯决赛中2：1逆转战胜拉齐奥，成就本赛季联
赛和杯赛的“双冠王”。图为尤文射手特维斯亲吻意大利杯。 新华社发

意大利杯决赛2：1逆转拉齐奥

尤文成就“双冠王”

亚
洲
女
排
锦
标
赛

中国女排队员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5 月 21 日，在
NBA 季后赛东部
决赛第一场的比赛
中，克利夫兰骑士
队客场以97：89战
胜亚特兰大老鹰
队，总比分 1：0 领
先。图为骑士队球
员詹姆斯（上）在比
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皇马决定解雇安帅
本周日将正式宣布

本报讯 据意大利和西班牙媒体披露，弗罗伦蒂
诺等皇马高层本周进行了一次碰面，决定了主帅安切
洛蒂的最终命运：安帅将在夏天离开皇马帅位。

意大利《天空体育》21日披露，皇马主席弗罗伦蒂
诺将在本周日——也就是西甲联赛结束后的第二
天——与安切洛蒂会面，正式通知意大利人解雇决
定，皇马同时也将对外宣布解除与安帅的合同，虽然
这合同到2016年6月30日才到期。

西班牙《马卡报》在重要位置也报道了这一消息，
尽管安切洛蒂依然受到球员和更衣室的支持，但因为
在本赛季三大主要赛事中（西甲、欧冠、国王杯）颗粒
无收，皇马最终决定解雇他。

另外，多个渠道的消息均显示，皇马已做出解
雇安切洛蒂的决定，包括科贝电台和马卡电台主播
桑切斯在内的众多消息源均称，安切洛蒂下课已成
定局。 （普利）

新一期英格兰队名单公布

三新人首次入选
本报讯 北京时间5月21日晚消息，英格兰队主

教练霍奇森公布了最新一期名单，QPR前锋奥斯汀、
莱斯特前锋瓦尔迪和伯恩利守门员亨顿等三位新人
首次入选。

在这份24人名单中，埃弗顿后卫拜恩斯因膝盖伤
势缺席，托特纳姆热刺前锋凯恩因要参加U21比赛而
缺席。英格兰队将在下月初出战两场欧洲杯预选赛，
对手分别是爱尔兰队和斯洛文尼亚队。

具体名单如下：
门将：格林（QPR）、哈特（曼城）、亨顿（伯恩利）；
后卫：贝特兰德（南安普顿）、卡希尔（切尔西）、克

莱因（南安普顿）、吉布斯（阿森纳）、贾吉尔卡（埃弗
顿）、琼斯（曼联）、斯马林（曼联）；

中场：巴克利（埃弗顿）、德尔菲（维拉）、亨德森
（利物浦）、拉拉纳（利物浦）、莫森（热刺）、米尔纳（曼
城）、斯特林（利物浦）、汤森德（热刺）、沃尔科特（阿森
纳）、威尔希尔（阿森纳）；

前锋：奥斯汀（QPR）、鲁尼（曼联）、瓦尔迪（莱斯
特）、维尔贝。 （小文）

阿森纳队球员吉鲁（左）在比赛中攻门。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