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青岛４月５日电 （记者 张旭
东） 记者５日从２０１２年亚洲羽毛球锦标
赛组委会了解到， 此次亚锦赛抽签结
果已经揭晓， ４月１７日首日林丹将对阵
日本选手武下利一， 陈金则迎战马来
西亚选手张维峰。

此次亚锦赛中国队共派出４１人参赛，
男单选手林丹、 谌龙、 陈金分列前３号种
子选手。 林丹、 陈金和印尼高手陶菲克、
苏吉亚拉以及越南的阮天明等都在上半
区， 林丹、 陈金在赛程后段将有可能对
阵陶菲克。 苏吉亚拉和阮天明则是陈金
晋级路上的强有力对手。 谌龙、 杜鹏宇
等几位中国选手位于下半区， 谌龙首轮
的对手是一名印度选手。

８名女单种子选手中的头号种子王

仪涵、 ２号种子汪鑫、 ３号种子王适娴、
４号种子李雪芮、 ６号种子蒋燕皎均为
中国队女将。 上半区中， 王仪涵首轮
对阵日本选手广濑荣理子， 王适娴对
阵中华台北队选手， 蒋燕皎对阵泰国
选手塔拉塔纳猜。 下半区中， 近来状
态正佳、 战绩出色的李雪芮首轮迎战
中国香港选手叶姵延。

男双项目中国队派出４对选手， 头
号种子是柴彪 ／郭振东， 他们将在首轮
对阵一对印度组合。 女双中国队同样
派出４对选手， 其中目前世界排名第二
的田卿 ／赵芸蕾坐镇上半区。

２０１２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将于４月
１７日至２２日在青岛举行 ， 共将有２１个
国家和地区的２５３名运动员参赛。

本版责编 王亮 责任校对 胡永龙 体育11２０12年4月6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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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
76人 78比99 猛龙 奇才 96比109 步行者
凯尔特人 86比87 马刺 老鹰 120比93 山猫
森林狼 94比97 勇士 热火 98比93 雷霆
黄蜂 94比92 掘金 雄鹿 107比98 骑士
小牛 95比85 灰熊 爵士 105比107 太阳

10:00 NBA常规赛 国王VS快船 新浪直播
10:00 乒乓球亚洲杯女单、 男单小组赛 CCTV5
16:00 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决赛 中国VS韩国

CCTV5
22:00 CBA总决赛特别节目： 冠军之路 CCTV5

“肯定的， 我儿子将来必须到CBA打球， 他
必须要给北京队当外援。”

———率领北京金隅队夺得本赛季CBA冠军后，
马布里对北京的爱更加深厚。 当有媒体问到马布
里的儿子以后是否会打篮球， 又希望他效力哪支
球队时， 马布里的回答斩钉截铁。

“我这次并不是为自己筹钱， 我是想帮助一
个和我同病相怜的人， 她曾是桑兰的队友。”

———4月3日， 前国家体操队队员张尚武更新
了自己的微博： “我希望能得到各位网友们的经
济支持”， 同时上传的还有一张清晰的银行卡的照
片。 张尚武这种类似 “乞讨” 的行径， 遭到网友
一致的指责， 他则做出了如上的解释。

2黑马止步4强
近两年的欧冠4强， 均有一张意想

不到的面孔出现 ： 2010年是法甲的里
昂 ， 2011年则是德甲的沙尔克04。 今
年 ， 两匹成色更足的 “黑马 ” 又来到
了4强门外， 遗憾的是， 他们最终未能
迈过皇马和切尔西两大豪门 ， 同时止
步4强。

来自塞浦路斯的希腊人竞技是本
赛季最大的一匹黑马 。 如果说小组赛
中 希 腊 人 竞 技 的 晋 级 还 有 运 气 成
分———同组中没有一支球队来自5大联
赛———但其在淘汰赛中成功将法甲豪
强里昂队斩落马下 ， 则再次验证了欧
洲无弱旅的定律。

8强与西甲豪门皇马对位， 奇迹未
能再次上演， 希腊人竞技首回合即以0
比3的大比分落败 ， 晋级希望渺茫 。 4
月5日的第二回合比赛中， 为荣誉而战
的希腊人竞技再次被主场作战的皇马
攻入5球， 但球队在第66和83分钟两次
洞穿卡西利亚斯把守的大门 ， 捍卫了
自己的尊严。

另一场半决赛中 ， 10人应战的葡
超豪门本菲卡队则险些将蓝军切尔西
掀翻在地。 首回合比赛， 切尔西仅以1
比0小胜。 第二回合， 若不是本菲卡在
第40分钟时被罚下一人 ， 最终鹿死谁
手还很难说。 以总比分1比3被9年6进
欧冠4强的切尔西淘汰， 本菲卡可以昂
着头离开斯坦福桥球场。

4豪门巅峰对决

经过10个月的漫长历程 ， 2011至
2012赛季欧冠联赛进入了尾声， 巴萨、
皇马、 拜仁 、 切尔西 “众神归位 ”， 4

豪门将于4月18日展开巅峰对决。
本次4强没有新鲜面孔出现， 似乎

少了一些惊喜 ， 但从竞技角度来看 ，
无论是巴萨VS切尔西还是皇马VS拜仁，
都是欧冠决赛级别的对抗。

4月18日率先打响的皇马VS拜仁一
役， 对皇马来说堪称 “复仇之战”。 双
方在欧冠赛场上交手过18次 ， 拜仁以
10胜2平6负的成绩占优 ， 双方在半决
赛碰面的4次中 ， 拜仁更是3次淘汰皇
马。

对于才华横溢 、 富有攻击力的皇
马来说 ， 球风剽悍 、 谨慎的拜仁是天
生的 “冤家 ”， 想要顺利迈过这道坎 ，

皇马必须拿出对阵巴萨的勇气与势头
来。

巴萨与切尔西的交锋更是 “老戏
码 ”。 作为10年来闯入欧冠4强次数最
多的两支球队 ， 近12年 ， 两支球队已
在欧冠碰面11次。

从双方的交手记录看 ， 两支球队
旗鼓相当 ， 但巴萨近6年3次夺冠的辉
煌战绩远胜切尔西 。 本赛季巴萨依然
强势 ， 切尔西则有些力不从心 ， 不但
球员军心不稳 ， 现任教练迪马特奥也
仅上任一个月， 联赛排名更是只在第5
位。 面对如日中天的 “宇宙第一强队”
巴萨， 蓝军凶多吉少。

4月5日凌晨， 2011至2012赛季欧冠最后两场1/4决赛结束， 皇马和切尔西分别以5比2、 2比1击
败希腊人竞技和本菲卡， 顺利挺进4强。 加上已经晋级的巴萨和拜仁， 今年的欧冠4强， 星光熠
熠、 众望所归， 只待4月18日打响首枪———

“大片”即将上映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切尔西队球员托雷斯（右二）在对阵本菲卡队的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NBA联盟公布了3月
份东西部的最有价值球员， 凯尔特人队的保罗·皮尔斯和
雷霆队的凯文·杜兰特分别当选。

皮尔斯带领凯尔特人在3月份取得了12胜5负的战绩，
位列东部第2， 他个人场均送出22.3分， 5.6个篮板以及3.6
次助攻。 皮尔斯在3月份有6场比赛得分达到了25分， 并且
在3月26日战胜山猫的比赛中砍下赛季最高的36分。 3月9
日， 皮尔斯在凯尔特人与开拓者的比赛中完成了他在凯尔
特人的第1000场比赛， 成为NBA历史上第16位为一支球队
效力1000场的球员。

雷霆的核心杜兰特是第2次当选月最佳球员， 他带领
雷霆在3月份获得了11胜5负的战绩。 杜兰特的场均得分排
名联盟第2， 为27.6分， 其中5次得分达到30分。 除此之外，
杜兰特场均还抢下8.5个篮板， 送出3.9次助攻。 在3月23日
雷霆以149比140击败森林狼的比赛中， 杜兰特砍下40分 ，
并抢下赛季新高的17个篮板。 两个晚上之后， 在雷霆103比
87战胜热火的比赛中， 杜兰特送出28分9个篮板， 并且追平
了赛季新高的8次助攻。

NBA3月最佳球员出炉

皮尔斯杜兰特分别当选

4月5日， 当日， 在墨尔本举行的国
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女子竞速赛四
分之一决赛中， 中国选手郭爽惜败于澳
大利亚选手安娜·米尔斯 。 图为郭爽
（左） 和澳大利亚选手安娜·米尔斯在女
子 竞 速 赛 四 分 之 一 决 赛 中 角 逐 。

新华社发

羽毛球亚锦赛抽签结果出炉

本报4月5日讯（记者 王亮）据意大利有
关媒体报道，前意大利国家队主帅“银狐”里
皮已经接受中超球队广州恒大的邀约， 出任
球队的主教练。 据了解， 里皮的年薪将达到
1000万欧元，双方或于近期完成签约。

这则消息由意大利的《晚邮报》爆出：“经
历了几个月的‘求婚’之后，中国富翁许家印
已经完成了这笔交易。 里皮将成为恒大的新
任主教练， 他将随恒大一起重新在中国掀起
金元革命。 ”

里皮本人对即将签约的消息表示了否
认， 但语气并不强硬，“我清楚恒大对我很感
兴趣，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协议。 ”

里皮或将“牵手”恒大

本报4月5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姚学文）今
晚，第14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西南赛
区比赛在湖南师范大学体育馆落幕。武汉理工
大学队以80比51击败湘潭大学队，获得西南赛
区男篮冠军；华中科技大学女篮以73比44战胜
湖南师范大学队，蝉联西南赛区女篮冠军。

男篮冠军争夺赛中， 首次闯入决赛的湘
潭大学队经验不足，防守出现明显漏洞，比赛
进行到第3节时， 武汉理工队连续命中三分
球，再次打出高潮，以59比31领先对方28分，
早早锁定胜局。 虽然最终以51比80大比分不
敌对手， 获得亚军的湘潭大学队仍然创造了
球队历史上的最好战绩，首次晋级全国16强。

女篮方面， 湖南师大队与华中科大队曾
多次在西南赛区决赛相遇。本场比赛，湖南师
大队的“夺分王”刘泽状态不佳，数次投篮不
中，华中科大队充分利用身高优势拼抢篮板，
全队有3人得分上双，其中王娅洁砍下最高的
24分。华中科大队从开场一直保持领先，最终
以73比44的巨大优势结束比赛。

至此， 第14届CUBA西南赛区比赛全部
结束。其中，男篮晋级全国16强的队伍是武汉
理工大学队、湘潭大学队、湖南师范大学队和
湘南学院队； 女篮晋级全国16强的队伍是华
中科技大学队、湖南师范大学队、武汉科技大
学队和四川师范大学队。

CUBA西南赛区比赛落幕
湖南师大晋级全国16强

图为湖南师大和华中科大的球员在比赛
中对抗。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湘大男队获亚军，创历史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