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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第三阶段比赛在大阪进
行，9月27日至29日，中国队将先后
遭遇荷兰队、塞尔维亚队和阿根廷
队。其中，与荷、塞之战都是硬仗。

荷兰队整体实力不俗，成绩稳
定。中国队与荷兰队的比赛向来激
烈，而荷兰队往往是中国女排冲击佳
绩道路上必须要战胜的对手。2016

年里约奥运会小组赛，中国队2比3
输给了荷兰队，但在随后的半决赛
中以 3 比 1 力挫荷兰队，挺进决
赛。2018年女排世锦赛季军争夺
战，中国女排3比0完胜荷兰队，夺
取铜牌。

塞尔维亚队整体实力更强悍，
去年在日本夺取2018年世锦赛冠

军，队史首次夺取世界冠军。与塞
尔维亚队相比，中国队没有任何优
势，甚至在强攻方面还处于下风。
塞尔维亚女排的风格类似世界顶级
男排球队，从个人到整体，从球员到
主帅，都属于冠军级别。而且，她们
刚刚夺取了欧锦赛冠军，状态正佳。

（孔宁）

大阪直面荷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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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中国女排顺利抵达日本横滨，备战即将在9月14日开赛的2019年女排
世界杯赛。4年前的世界杯，以“残阵”出战的中国女排奇迹般地勇夺冠军，那也是郎平作
为主教练首次率中国女排夺取世界杯冠军。这一次，中国女排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出战世
界杯，郎平却非常低调，只是要求全队打出最好的自己，冲击最佳战绩。

排球世界杯赛制和奥运会、世锦
赛不同，没有淘汰赛和决赛，而是参赛
的12支球队进行大循环，最后根据获
胜场次和积分排出名次。

世界杯第一阶段比赛将率先在横
滨和滨松开赛。中国队将在横滨作
战，时间是9月14日至19日，对于中
国队来说，这一站最好能用全胜战绩
打开局面。

首战韩国队是中国队必须全取3
分的比赛。韩国队刚刚夺取亚锦赛铜

牌，在季军争夺战中战胜的正是中
国队。当然，那场比赛中国队是以
替补阵容出战的。这毕竟是中国女
排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韩国
队不仅有世界级球星金软景，还有
颇具实力的李在英、梁孝珍、金熙珍
等人，这个对手不能轻视。

第二个对手喀麦隆队不足为
惧，第三个对手俄罗斯队的整体实
力则远在韩国队之上。现在的俄罗
斯队已完成新老交替，虽然还不够

稳定，但作战能力出色。随后，中
国女排将迎战“黑色橡胶”多米尼
加队，这支球队很难把控，对于中
国队来说也是考验。

9 月 19 日，中国队将在横滨
遭遇东道主日本队。日本队有刚
刚在世青赛上夺冠的最有价值球
员石川真佑加盟，虽然整体实力
不如中国队，但一旦让她们打出
快速多变的战术体系，也会很难
对付。

横滨打开局面

第二阶段比赛将在札幌和富山举
行。9月22日至24日，中国队将在札
幌先后迎战巴西队、美国队和肯尼亚
队。除了来自非洲的肯尼亚队之外，
巴西队和美国队都是中国队在争冠路
上的强劲对手。

几天前，巴西队第13次夺取南
美女排锦标赛冠军，可谓势头正盛。

巴西队已逐渐完成新老交替，新一
代球员继承了前辈们技术全面的
特点，打球富有激情。巴西队最拿
手的是技术和速度，这正是中国女
排欠缺之处。中国队能否在发球
和拦网上抑制住巴西队，是取胜的
关键。

美国队的整体攻防水平强于中

国队，这是一场决定中国队能否在
本届世界杯上夺取奖牌的重要战
役。此前多年，在与美国队的交锋
中，中国女排一直处于下风。直到
2018年女排世锦赛，中国队两胜美
国队，才打破了这个尴尬的历史纪
录。这一次，美国队派出了最强阵
容，目标自然是冠军。

札幌决战美巴

新华社伦敦9月10日电 2020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预选赛10日再
战7场，英格兰队开场34秒失球但
最后以5∶3逆转科索沃队，葡萄牙
队同样攻入五球，以5∶1战胜了立
陶宛队，克·罗纳尔多（C罗）一人独
中四元。

C罗先是在第七分钟凭借点球
打破僵局，世界排名第130位的立陶
宛队随后扳平比分，但C罗下半场
15分钟内连入三球，威廉·卡瓦略补
时阶段锦上添花，将比分变成5∶1。

这是C罗代表葡萄牙队参加的
第160场比赛，他已经为国家队攻
入了93球，比伊朗球星阿里·代伊
的世界纪录还差16球。

葡萄牙队四场比赛过后积 8
分，位居小组第二，比多赛一场的乌
克兰队少5分。同组的塞尔维亚队
以3∶1击败卢森堡队，积分升至第
三，米特罗维奇独中两球。

英格兰队的比赛在南安普敦俱
乐部主场举行，贝里沙开场仅34秒
就为科索沃队攻入一球，英格兰随后
发威连进五球，上半场以5∶1领先，
其中桑乔攻入两球。科索沃队下半
场扳回两球，效力于拉齐奥的贝里沙
第49分钟攻入了个人第二粒入球，

队友穆里奇凭借点球将差距缩小到3
∶5，但世界排名第120位的科索沃队
连续15场不败的纪录遭到终结。

四战全胜的英格兰队积12分
位居A组榜首。

H组的法国队在法兰西球场迎
战世界排名第136位的安道尔队，
格列兹曼连续第二场罚丢点球，但
世界杯冠军仍然以3∶0战胜对手，
三个球分别由科曼、朗格莱和本耶
德尔攻进。

欧洲足球锦标赛预选赛

C罗四球助葡萄牙大胜立陶宛

新华社里斯本 9 月 10 日电
在10日进行的欧锦赛预选赛葡萄
牙5：1大胜立陶宛的比赛中，克·
罗纳尔多（C 罗）完成“大四喜”，
他也以25球的成绩超过爱尔兰球
星罗比·基恩，成为欧预赛历史射
手王。

在这场比赛中，C 罗完成了
个人职业生涯的第54次“帽子戏
法”，也是他在国家队中第八次

“戴帽”。与此同时，C罗在国家

队的总进球数达到了 93 粒。在
国家队射手榜上，C罗排名第二，
距离领跑的前伊朗国脚阿里·代
伊的109球还差16球。

赛后，C罗表示：“我很享受这
场比赛，不仅仅是因为我进球了，而
是因为葡萄牙国家队近几年来持续
稳定的水平，我将继续帮助国家队
取得胜利。在这之前我们击败了塞
尔维亚，赢得了一场艰苦的比赛，今
天我们延续了胜利。”

C罗成为欧预赛射手王

中国足协网站11日下午发布
公告称，亚足联与2023亚洲杯筹备
工作办公室组成考察团分赴北京、
上海、广州、大连等18个申办城市
进行了考察。

本次考察工作是在亚足联的指
导下，以“专业场馆建设”“青训发展
推动”“足球发展指标”“城市综合实
力”共4项主要指标作为城市遴选

的核心评估标准。
目前遴选考察工作已结束，

亚足联和 2023 亚洲杯筹备工作
办公室将根据此次考察情况，统
筹考虑各申办城市的基本条件
和足球事业的总体发展布局，计
划于 10 月底前确定亚洲杯承办
城市。

（中新网）

北上广等18个城市申办亚洲杯

中国足协：承办地10月底敲定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中国
网球公开赛11日正式公布今年男
女单打的资格赛名单，库兹涅佐娃、
王雅繁、梅拉德诺维奇、佩特科维
奇、卢布列夫、奎雷伊等名将赫然在
列，他们将携手向单打正赛发起冲
击。

随着库兹涅佐娃的加入，本次
中网大满贯冠军得主达到了14位
之多。

在2019年中网女单资格赛阵
容当中，最大牌的当属两届大满贯
得主库兹涅佐娃，她同时还是两届
中网女单冠军，其中一次就是2009
年中网升级为皇冠赛后的第一届，
已经过去整整十年。这位34岁的
俄罗斯老将虽然因为伤病排名下滑
到了65位，不过她近期的状态明显

回升，美网前还在辛辛那提超五赛
打入决赛。

王雅繁是唯一出现在资格赛名
单中的中国金花。2019年是王雅
繁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个赛季，她在
澳网和温网两个大满贯都迎来了生
涯首胜，澳网后还在阿卡普尔科斩
获处女冠，世界排名也创造49位的
职业新高。加上已经入选中网女单
正赛阵容的王蔷、张帅、郑赛赛，中
国金花的表现将成为今年中网的最
大看点之一。

男单资格赛中排名最高的是卢
布列夫，这位俄罗斯新星最近势头
正旺，排名已经回升到38位，美网
前在辛辛那提还击败了费德勒，美
网又接连战胜了西西帕斯、西蒙和
克耶高斯，并一举打入第四轮。

2019中网资格赛名单揭晓

两届大满贯得主库兹涅佐娃领衔

新华社山东淄博9月11日电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消息，2019年

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分区赛（中
国区）11日在山东省淄博结束最终
轮争夺，朱锦尔以9胜1和1负积
9.5分夺得冠军，与黄茜、翟墨、雷挺
婕一起获得参加2020年世界冠军
赛的资格。

在最终轮争夺中，提前两轮锁

定冠军的朱锦尔不敌胡聿，黄茜与
李芸杉打平，任肖伊与翟墨弈和，雷
挺婕与宋宇新握手言和，顾天璐、颜
天琪、宁凯玉、张岚琳等分别战胜对
手。

最终，朱锦尔排名第一，黄茜
7.5分位居第二，翟墨与雷挺婕同积
7分排名第三、第四，颜天琪、任肖
伊、顾天璐位居第五至第七名。

2020年国象女子世界冠军赛

朱锦尔等四人获入场券

成都女子半程马拉松10日晚
间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公告，对日前
两名跑者骑车参赛的违规行为进行
处罚。

8日，成都女子半程马拉松赛
场出现尴尬一幕，两名女跑者在赛
场上骑共享单车参赛，与周围跑步
的选手形成鲜明对比。面对镜头，
一名骑车的女跑者还大方打招呼。

针对此事，成都女子半程马拉
松官方微博10日作出回应，称比赛
举行过后，组委会收到有关选手违
规参赛的投诉，并于收到投诉后的
第一时间进行了调查。

经组委会内部核查，选手杨
某碧和宋某平在参赛过程中一度

违规使用交通工具共享单车参加
比寒。为严肃赛场纪律，保证赛
事的公平公正原则，组委会将取
消二人成绩并终身禁止参赛，后
续还会把信息上报中国田协，提
请进一步处罚。

事件前因后果被媒体报道后，
网友也在网络上众说纷纭，大多数
声音对两名参赛选手的违规行为表
达了不解和谴责。还有网友调侃
道：“为啥不开车呢？”“跑步两分钟，
拍照两小时”……

据悉，2019成都(双流)女子半
程马拉松是成都地区目前唯一的中
国 田 协 金 牌 赛 事 ，赛 程 全 长
21.0975公里。 (中新网)

成都半马两女子骑车参赛

官方：取消成绩并终身禁赛

据美国著名体育媒体《露天看台》北京时间11日报道，
篮网前锋凯文·杜兰特近期接受长篇专访时，谈到了围绕在
他身上的热门话题。

今夏杜兰特转投篮网，选择离开勇士是因为“随着时间推
移，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跟其他人的不同。这并不是坏事，只是
我的环境和我在联盟的经历有关。除此之外，媒体总是把我
跟勇士队区别开来，感觉那里的人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我。”

在勇士夺冠的经历还是让阿杜非常怀念，特别是第一
冠。杜兰特说道：“那是我第一次夺冠，那个夏天是我生命中
最振奋的时光。每天醒来我都自我感觉良好，感觉人生美
妙。那是我人生的定义时刻，不止是我的篮球人生。”

此外，他还谈到了俄克拉荷马雷霆，他坦言自己曾经有
过重返雷霆的念头，但以对手身份重返俄城时，对方的做法
让他彻底失望：“当我走进那座球馆，气氛太糟糕了。球队上
下、训练师、装备经理，他们都在生我的气，不跟我说话。我
们闹到这个地步了？就因为我去了另一支球队效力。”

显然如今的俄城依然让他心灰意冷：“我不想跟那座城
市再有什么联系，我想过回到那座城市，成为球队和社区的
一分子。但现在我不再信任那里的人，那里的球队、总经理，
我没有跟他们任何人聊过，自从我离开，就再也没有跟那些
人有过好的交流。” (中新网)

在勇士队未得到平等对待

杜兰特：他们未能接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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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莞9月11日
电 79∶89，美国男篮11日
吞下自 2006 年世锦赛以
来的首场国际大赛失利，
遭到淘汰的同时目送对手
法国队晋级篮球世界杯四
强。

比赛一开场，米切尔
与富尼耶便展开对攻，两
人里突外投为美国队与法
国队各得5分。美国队主
将沃克进入状态较慢，首
节便出现3次失误。阿尔
比希抢断沃克打成反击
后，法国队领先 4 分。此
后，斯玛特远投得手，布朗
突破上篮，帮助美国队
18∶18结束首节。

次节，法国队篮板球优
势明显，单节便抢得5个前

场篮板，这使法国外线投手
信心更足，三分球单节8投
4中。而外线失准的美国
队则有意加强了突破，怀
特、布朗接连篮下得手，米
切尔更是凭借个人能力连
续突破得分。半场结束，法
国队45∶39领先。

易边再战，戈贝尔扣篮
得手，巴图姆远投命中并获
得加罚，法国队将领先优势
扩大到10分。面对戈贝尔
居中的联防阵型，美国队难
以打出流畅的进攻，只能依
靠米切尔的个人强攻。本
节最后时刻，米切尔反击扣
篮后再中远投，帮助美国队
66∶63领先。

末节伊始，美国队连续
突破造成对手犯规，巴恩斯

远投得手，美国队建立7分
领先优势。关键时刻，法国
小将尼利基纳连中2记远
投，戈贝尔也先后送给沃克
和米切尔大帽，法国在仅剩
2分钟时反超7分。尽管美
国队试图反扑，但连续失误
和错失罚篮让他们丧失了
最后的机会。

此役，法国队内线支柱
戈贝尔得到21分、16个篮
板的大号“两双”，富尼耶得
到全队最高的22分。美国
队方面，米切尔得到全场最
高的29分，主将沃克仅得
10分，有4次失误。

法国队将在半决赛中
迎战阿根廷队，而美国队将
于与塞尔维亚队进行5至8
名排位赛。

“法”不容情 “美”梦破灭
法国爆冷击败美国队晋级男篮世界杯四强

戈贝尔在
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一个健康的杜兰特令各队闻风丧胆。

34岁的C罗其状态仍在巅峰。

中国女排卫冕之路艰难，姑娘们还能笑到最后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