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奥运会、残奥会
公布新版会徽

据新华社东京4月25日电 2020年东京奥
运会组委会25日公布了新版奥运会和残奥会会
徽。以蓝色的长方形组合而成的圆形花纹成为了
新的会徽图案。

根据组委会的介绍，长方形在世界上许多国
家和地区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日本，长方形在
日本江户时期已经广为人知，并且被称为“市松模
样（ichimatsu moyo）”。同时图案使用的靛蓝
色也是一种日本的典型传统色彩，象征着优雅和
成熟。

整个会徽图案由三种不同的长方形组成，这
代表了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
思维方式，传达出了“多样化融合”的理念，同时也
表达了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打造一个多样化的平
台来让全世界互联的希望。这个会徽是由日本著
名艺术家、设计师野老朝雄设计。

东京奥组委在2015年7月24日曾公布过东
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会徽设计方案，但很快这个方
案就被指涉嫌抄袭。随后在2015年9月1日，东
京奥组委宣布放弃采用这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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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4月 25日讯（记者林永
成 王黎刚）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56公
斤级比赛，北京时间今日凌晨在哈萨克
斯坦结束，代表中国出征的海南举重运
动员蒙成以总成绩285公斤获得该级别
的冠军，这也是海南省大力士首次获得
亚洲举重锦标赛冠军。

蒙成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举重锦

标赛暨里约奥运会选拔赛男子56公斤
级比赛中获得挺举亚军后，马不停蹄奔
赴哈萨克斯坦参加亚洲举重锦标赛。
蒙成克服10天内连续两次降3公斤体
重的不利因素，在比赛中敢打敢拼发挥
出了高水平。在抓举比赛中，蒙成以
126公斤的成绩获得第三名，落后领先
的泰国选手4公斤，夺冠形势不利。在

挺举比赛中，蒙成第二次试举159公斤
失败，如果最后一把不能举起这个重
量，将无缘总成绩奖牌。第三次试举，
蒙成顶住巨大压力，成功举起了159公
斤，夺得挺举冠军，并以285公斤获得
总成绩冠军。

蒙成是海口人，1997年11月出生，
是海口举重队培养的优秀选手。2010

年，初出茅庐的蒙成夺得全国青年举重
锦标赛56公斤级抓举冠军。在2011年
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男子举重
56公斤级比赛中，还不满14岁的蒙成
以总成绩262公斤获得铜牌，他也是第
七届城运会最年轻的运动员。此后，蒙
成成绩不断进步，2014年入选国家队。
在2014年南京青奥会举重男子56公斤

级比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蒙成以
283公斤的总成绩获得冠军。在2015
年6月的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上，蒙成
获得挺举和总成绩冠军。在2015年举
行的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原城运会）
上，代表海口出战的蒙成再度举起283
公斤的总成绩，为海口代表团夺得首枚
金牌。

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56公斤级比赛结束

海南大力士蒙成夺总成绩冠军

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4 日电
NBA季后赛24日进行了4场较量，克
利夫兰骑士队和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分
别击败底特律活塞队和孟菲斯灰熊
队，从而以四战全胜的佳绩横扫对手
晋级半决赛。金州勇士队击败休斯敦
火箭队，以总比分3：1拿到赛点。波士
顿凯尔特人队则通过加时赛击败亚特
兰大老鹰队，将总比分扳成2：2平。

在骑士100：98击败活塞队的比
赛中，欧文成为骑士队取胜的关键，下
半场拿到20分的他全场拿下31分，
与拿到两双的詹姆斯和勒夫一起带领
骑士完成四连胜。詹姆斯得到22分
和11个篮板球，勒夫拿到11分和13
个篮板。

在马刺116：95大胜灰熊的比赛
中，莱昂纳德为马刺拿到21分，阿尔
德里奇拿到15分和 10个篮板的两
双，帕克贡献了16分，韦斯特也有11
分入账。斯蒂芬森替补登场为灰熊砍
下26分，兰多夫和巴恩斯分别得到15
分，卡特有14分入账。

上半场马刺只以47：45领先，但
第三节马刺打出一波22：8，这节他
们22投14中，单节以37：21赢了对
手16分，而这节灰熊全队22投只有
8中。

勇士与火箭一役，勇士队在第三

节的三分球狂潮成为决
定比赛胜负的关键，他
们这节共命中 8 个三
分，是勇士队季后赛历史
上单节命中三分球最多的
一次，而全队本场比赛一共
投中的 21 个三分球，也是
NBA季后赛历史上的单场
纪录。

本场汤普森一共拿到
23 分，其中包括 7 个三分
球，而伊戈达拉替补登场拿
到22分，格林和巴恩斯分
别得到18和 12分。霍华
德为火箭队得到 19 分和
15个篮板，哈登则拿到18
分和10个助攻。

勇士队的坏消息是
库里在复出后再次受
伤，他在上半场快结束
时一次回追防守中滑
倒，扭伤膝盖，表情痛苦的他
随后一瘸一拐地返回球员通道，下半
场再也没有回到场上，其伤情还需要
医院进一步检查。

在凯尔特人104：95击败老鹰队

的比赛中，托马斯拿下28分，并在加时
赛还有30秒就要结束时命中一个底线
附近的三分球，此后又罚入两球，帮助
凯尔特人与老鹰队暂时2：2战平。

■ 阿成

北京时间4月25日，勇士在NBA季
后赛首轮比赛中第四战客场以121：94
大胜火箭，以3：1领先拿到赛点。不过，
这场比赛最大的关注点并不是胜负，而
是勇士核心库里的再度受伤。

令人揪心的一幕出现在半场结束前，
库里在防守阿里扎时滑倒导致右膝盖受
伤。下半场开始前，库里被告知无法出
场。听闻此消息后他掩面而泣。赛后，媒
体关心的已不是比赛的胜负，而是库里的
伤情。面对媒体的追问，勇士主帅科尔出
言谨慎，他表示，库里的右膝需要进行核
磁共振的复查，伤情是否严重还不好说。

即使没有库里，勇士拿下西部第八
的火箭也不在话下。事实上，在这个系

列赛中，库里此前就因为首战受伤而缺
阵两场，此战半途离场的库里贡献也有
限，但勇士还是取得3：1的领先。接下
来的比赛即使库里继续缺阵，1：3落后
的火箭也无力回天。但是，往后的比赛
就不好说了，赛前看起来将携创纪录的
73胜之势直奔冠军而去的勇士，因为
库里的伤情，卫冕的前景将打上大大的
问号。往后的对手越来越强，如果库里
缺阵，勇士夺冠几率大减；即使库里伤
情不严重能复出参战，但短时间内连续
两次受伤，恐怕也会影响到他的发挥，
勇士卫冕的前景也不容乐观。

库里本赛季上演了现象级的表演，
不仅率领球队打破常规赛战绩历史纪
录，他自己也独揽得分王和抢断王，并
把三分球命中纪录提升到匪夷所思的
402个。人们都在谈论，他是否能以满
分的纪录蝉联常规赛MVP。但在库里
如日中天的时候，不少人表示担忧：伤
病或许会成为他取得更大成就的最大

“拦路虎”。现在，这种担心有成为现实
的迹象。身形单薄的库里能在壮汉如
林的NBA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令人

肃然起敬，同时人们也担心他的小身板
能否经受住壮汉们经年累月的冲击？
库里上次伤的是右脚踝，脚踝伤是他的
老伤，常规赛时因为这个老毛病而数次
缺阵。但这次伤的不是脚踝，而是膝
盖。恐怕不能说库里是“玻璃人”，但他
身体的某些部位看来还是有些脆弱。

库里伤得不是时候，也让人们再度
提起一个话题：勇士在常规赛收官阶段
对破纪录如此执着，让库里等主力拼尽
全力，究竟是否值得？20年前，公牛在
常规赛拿下72胜后，乔丹曾说过：“若我
们本赛季无法夺冠，72胜将是对我们的
巨大嘲讽。”那时候，公牛其实在收官阶
段还是有所保留的，否则可能还不止72
胜，而球队也没有出现人员的伤病。现
在，如果勇士因为库里伤情的影响而卫
冕失败，73胜更具“嘲讽”意味。当然，
勇士打的是整体篮
球，不依赖库里也有
争冠的希望。但如
果球队卫冕而库里
贡献不大，他心里
恐怕更不是滋味。

骑士马刺横扫晋级
勇士夺赛点 库里再受伤

NBA季后赛

库里的“劲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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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王
浩宇 公兵）中国足协25在官网发布通
知，正式启动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
赛十二强赛中国国家队主场承办城市的
征集工作。

中国男足在12强赛的首个主场是
在2016年9月6日对阵伊朗，之后的四
个主场对手分别是叙利亚、卡塔尔、韩国
和乌兹别克斯坦。

中国足协在官方公告中表示：“中国
足协对国家队主场的选择和确定工作，
有着明确的原则、规定和工作程序。主

场的选择和确定，必须在公开、公平和公
正的原则下，参考申办城市的比赛场地、
交通、气候、商务、足球氛围等各方面的
条件，按照主场申办的工作程序，通过报
名、初选、考察、申办陈述和亚足联的检
查通过等阶段，最后确定五个主场承办
城市。”

至于何时公布5座承办城市，中国
足协称由于根据亚足联的相关规定，承
办城市场馆需通过亚足联的检查和确
认，因此中国足协将根据亚足联的检查
时间及检查结果，公布赛事承办城市。

中国足协征集
国足12强赛承办城市

本报讯 北京时间4月25日晚，在
意甲第35轮比赛中，位列联赛第二名和
第三名的那不勒斯和罗马展开直接交
锋。最终罗马在第89分钟凭借着纳因
格兰的绝杀，以1：0击败那不勒斯，在积
分榜上与对手的差距缩小为2分，并与
身后的国米拉大到8分。

而这场比赛的结果也意味着，尤文
图斯提前三轮收获意甲五连冠。在本轮
比赛中，尤文惊险地以2：1客场击败佛
罗伦萨。在35轮联赛中获得27胜的尤
文积分达到85分，而此轮输球的那不勒
斯积分停留在73分。

（小新）

罗马绝杀那不勒斯
助尤文提前三轮夺冠

4月24日，
在意甲第35轮
比赛中，尤文图
斯队客场以2：1
战胜佛罗伦萨
队。图为尤文球
员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本赛季英超还剩3轮，大黑马莱斯
特城队领先少赛一场的第二名热刺队8
分，冠军悬念越来越小，而且第二名热刺
与身后的球队也有很大差距。后3轮比
赛，争夺欧冠席位的“争四大戏”成为焦
点，曼城、阿森纳、曼联三大豪门要争夺
2个欧冠名额。

在2个欧冠名额的争夺上，曼城、阿
森纳、曼联、西汉姆以及利物浦理论上都
有机会。目前曼城与阿森纳同积64分
排名第三和第四，曼联少赛一场积59分
排名第五，西汉姆和利物浦同样少赛一
场分别积56分和 55分排名第六和第
七。显然，西汉姆与利物浦的机会也只
停留在理论上。

曼联的形势也不太乐观，目前红魔
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落后曼城和阿森纳
5分，且净胜球上落后较多。如果曼联
在补赛中获胜，差距会缩小至2分。在

剩余的赛程中，阿森纳与曼城有一场直
接交锋，这或许是曼联唯一可以期待的
机会。不过，曼联在自己余下的4场比
赛中可没有丢分的本钱，而他们最后4
个对手分别是莱斯特城、诺维奇、西汉姆
以及伯恩茅斯，除了最后一场的对手伯
恩茅斯外，其他3个都不是好啃的骨头，
曼联要想全胜难度很大。

如无意外，目前排名第三和第四的
曼城和阿森纳有望保住现有排名，进军
下赛季欧冠。曼城的形势最好，虽然他
们要兼顾欧冠比赛，但最后三个对手，南
安普顿和斯旺西比较好对付，只有客战
阿森纳算是一场关乎在争四的直接较
量。阿森纳本赛季表现令人失望，赛季
前半段还被视为夺冠大热门的枪手，又
一次掉链子，跌落至他们这几个赛季习
惯的“老四”位置，而“老四”是他们必保
的底线了。 ■ 林永成

英超“争四大戏”比冠军更有悬念

三豪门争两个欧冠名额

远离“沙粒化”
一起来运动

4月24日，海南大学校园内的趣味运动会让
学子们乐在其中。

据了解，为了激发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能
动性、提升身体素质，磨练意志、培养拼搏精神，经
济管理学院青年志愿协会开展了“远离沙粒化
——走下网络 走出宿舍 走向操场”的主题活动，
以运动形式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展现青春风
貌，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让每个大学生都拥
有属于自己健康快乐的大学生活。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羽林争霸”海口站城市赛收拍

腾龙俱乐部队夺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羽林争霸”2016红牛

城市羽毛球赛南部赛区海口站城市赛近日结束，
由海口站、琼海站、三亚站、儋州站四站选拔赛决
出的16支精英队伍齐聚赛场。最终，腾龙俱乐部
队以4：1胜范氏体育队，夺得冠军，并获得海南赛
区唯一一张入围5月底于东莞举办的南部大区赛
入场券，范氏体育队屈居亚军，琼海市羽毛球协会
队获得季军。

作为世界羽联认证、中国国家羽毛球队助阵
的业余羽毛球赛事，“羽林争霸”红牛城市羽毛球
赛今年已是第七年举办，本届赛事设置选拔赛、城
市赛、大区赛和总决赛四大关卡，全国总冠军将获
得前往里约奥运会羽毛球比赛现场为国羽队加油
助威的机会。今年，全国共有6万多名羽球爱好
者报名参加“羽林争霸”，海南赛区设四站选拔赛，
共80支队伍、逾500人参与比赛。

东京奥运会（左）及残奥会新版会徽。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