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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钟内进球，国足梦幻开局

15年未尝胜果， 上届杯赛罚丢
点球、 0比0打平对手， 这是国足对
阵日本队的一组历史数据。 因为在
上一场国际比赛以1比5惨败在泰国
队脚下， 国足急需在本次东亚杯中
证明自己， 此役他们更为荣誉而战。
赛前，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表示，

“不管胜负如何， 尽力去拼， 别让中
国球迷再失望！”

本场比赛， 国足终于让球迷对
他们寻回信心和希望。 不论是从结
果还是过程来看， 中国队的表现都
是值得骄傲的。

比赛第4分钟， 效力于大连阿尔
滨俱乐部的于大宝杀入禁区被栗原
勇藏推倒，主裁判判罚点球，并给了
日本后卫黄牌。 王永珀主罚点球，虽
然日本门将判断对了方向，但球还是
窜入网窝。开场不到4分钟，中国队梦
幻般的以1比0领先日本队。 第32分
钟， 日本队利用角球机会将比分扳
平，栗原勇藏近距离冲顶破门。

下半场比赛， 即便日本队在2分
钟内连进2球， 一度将比分改写为3
比1。 但国足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
在进攻中寻找机会。 第82分钟， 王
永珀禁区右侧拔脚怒射， 皮球击中
横梁弹回场内， 张稀哲准备争抢落
点， 日本队驹野友一飞身蹬踏犯规，
主裁再次判罚点球， 王永珀再次命
中。 缩小比分差距后， 中国队士气
大增， 并在4分钟后顽强地将比分追
平。 荣昊前场左路摆脱后传中， 替

补出场的孙可迅速前插， 在小禁区
内右脚垫射破门， 最终国足以3比3
与日本队握手言和。

拼出了血性，打出了气势

惨败给泰国队之后， 中国男足
可以说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卡马乔
黯然下课， 人员大批量轮换， 新一
届的中国男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
了2013年东亚杯的征程。

而在21日晚进行的首场对阵日
本队的比赛中， 国足最终以3比3与

对手握手言和， 虽然没有迎来开门
红， 但从球员场上的表现可以看出，
国足至少在拼劲上和之前有了很大
的改观。 现场观战的中国球迷也十
分给力， 用持续不断的“中国加油”
来给国足打气。

从领先，到被扳平到落后，再到
扳平比分。本场比赛，中国队在攻防
两端均展现了十足的拼劲。一旦出现
反击的机会，国足的几名进攻球员都
全速冲击，特别是郜林和于大宝在进
攻中打出了几次不错的配合。

赛后，两度罚中点球的王永珀表

示， 尽管球员们配合上还不是很默
契，但首场比赛战平日本队是可以接
受的结果。“我们在没丢球之前做得
很好，下半场两个丢球特别快，打乱
了我们的战术计划，但是我们没有放
弃，最终扳平了比分。”

虽然东亚杯首场比赛未能迎来
开门红， 继续了连续15年对日本队
的不胜， 但在惨败泰国队之后， 如
今这支国足在场上的表现确实有了
很大的改观。 正所谓知耻而后勇，
在面对极大压力的情况下， 中国男
足用态度和拼劲证明了自己。

新华社南京7月21日电 中国男
篮21日在江苏省昆山市进行的2013
年中欧男篮锦标赛中以77比74险胜
黑山队，获得本次比赛三连胜，易建
联砍下27分并在最后时刻接管比赛，
赛前被爆出无缘亚锦赛的王治郅虽
然出场，但没有得分。

亚锦赛官网21日公布中国男篮
亚锦赛12人大名单，此前备受关注的
王治郅没有出现在名单里，此外朱芳

雨、 郭艾伦和丁彦雨航也没有入选。
尽管如此，在21日晚对阵黑山队的比
赛中，王治郅、朱芳雨和郭艾伦都出
现在大名单中，前一天受伤下场的刘
晓宇和小将王哲林都继续出任首发。

比赛开始王哲林率先得手， 对
手通过凶狠的防守和逼抢令中国队
多次进攻不果， 并通过连续反击打
出一波9比0， 王哲林打内线十分坚
决， 他两次打成“2+1” 后， 中国队

12比11反超。 但对手又打出一波8比
2， 首节19比14领先中国队。 第二节
中国队在易建联和王治郅上场后仍
然主打内线， 易建联连续罚球并一
度帮助中国队将比分追成35平， 半
场结束后黑山队37比35领先， 易建
联半场拿到11分。

第三节老将王仕鹏连续命中3个
三分球， 一举帮助中国队打出11比0
的高潮，以48比42反超比分，此后双

方你来我往， 分差一直保持在5分上
下，三节过后中国队60:55领先。

第四节开始黑山队一波7比0再
度取得领先，中国队随即回敬一个12
比2， 但此后黑山队依靠反击连续得
手， 一波10比0将比分改写为74比72
领先。 最后一分钟易建联挺身而出，
他先是两罚全中，又打成“2+1”，中国
队最终77比74险胜对手，获得本次对
抗赛的三连胜。

21日晚， 国足在韩
国首尔进行的东亚杯首
秀中， 尽管一度以1比3
落后，但始终不放弃，顽
强地以3比3战平日本
队，拿到宝贵的1分———

这样的国足，值得骄傲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宜
通讯员 陈剑岷） 由13名湖南自行车
发烧友组成的“环湘绿色大使车队”
20日启程远征青海湖，为9月2日在韶
山开赛的湖南环湘自行车赛造势。

本次“环湘绿色大使车队” 由
马本中、 常绍逖、 吴常志等8名男车
手， 周杰红、 凌泽珍、 肖瑶等5名女
骑士组成。 其中吴常志和凌泽珍为
夫妻搭档， 年龄最大车手是71岁的
常绍逖， 最小的为19岁的肖瑶， 还
有“抗癌斗士” 周杰红继去年远征
西藏后再次参与此次骑行。 据车队
队长马本中介绍， 本次远征青海湖
的主要目的是为9月2日即将在韶山
启幕的环湘自行车赛造势。 “队员

们首先乘火车到西安， 然后开始骑
行， 到达目的地青海湖后再环湖骑
行。”

2013湖南“吉祥人寿杯” 第六
届环湘自行车赛由省体育局、 省旅
游局、 共青团湖南省委主办， 省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 湖南环湘文体发
展有限公司承办， 将分别在湘潭、
长沙、 娄底、 怀化、 常德、 岳阳、
永州等地进行6场分站赛和1场总决
赛。 据悉， 大赛全程1500公里， 将
历时16天， 实行积分赛制， 6场分站
赛各组前30名选手都将获得奖励和
积分。 总积分决定总决赛排名， 参
赛场次越多的选手获得的积分越多，
环湘总冠军有望获得近3万元奖金。

环湘绿色车队远征青海湖
71岁老人参与骑行

本报7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13年世界游
泳锦标赛展开首日争夺。 在女子双
人三米跳板决赛中， 中国组合吴敏
霞/施廷懋凭借总分338.40分摘得桂
冠， 帮助“梦之队” 实现了对该项
目世锦赛的7连冠， 同时为中国代表
团夺得在本届世锦赛上的首枚金牌。

至此， 27岁的吴敏霞在该项目
上已经获得第6个世界冠军头衔， 创
造了新纪录。 国际泳联统计， 不论
选手性别， 不论单人、 双人项目，
吴敏霞都已经成为世锦赛在一个项

目上获得冠军次数最多的选手。
在今天的决赛中， 中国组合从

第二跳后积分排至第一位， 之后一
路领先 其 他 11对 选 手 ， 最 终 以
338.40分夺得金牌。 这个分数领先
来自意大利的亚军30.60分。 加拿大
选手获得第三名。

中国跳水队在上届世锦赛上包
揽全部 （10块） 金牌。 吴敏霞当时
与何姿搭档夺得该项目冠军。 此次，
她与新搭档施廷懋成功卫冕， 胜在
动作熟练、 配合默契， 而起跳高度
和垂直感仍有欠缺。

游泳世锦赛

吴敏霞/施廷懋夺中国队首金

中国男篮险胜黑山队中欧热身赛

据新华社北京7月21日电 金立
智能手机杯2013年中国围棋世界冠
军争霸赛21日在此间的康莱德酒店
落下帷幕， 第十七届LG杯世界围棋
棋王赛冠军时越决赛中战胜第一届
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冠军周睿羊，
夺得冠军。

当天的决赛， 执黑先行的周睿
羊开盘就选择了牺牲左下角一子以
捞取实地， 观战的职业棋手王煜辉
当时就点评说： “黑棋这样下实地
反而会损失太多， 而且外边那几个
子以后到底是厚势还是孤棋还很不
好说。”

随后的比赛， 时越的白棋在右
下部治孤非常成功， 同时抓住黑棋
气紧的弱点通过弃子征死了黑棋边
路二子， 在实地上占得了不小的便
宜， 胜利的天平也开始向白棋倾斜。

时越赛后在点评自己当时表现时说：
“黑棋形状自己有缺陷， 当时他 （周
睿羊） 的分断有些过分了。 后来转
换我吃了他两个， 他亏的挺多的。”

形势不妙的周睿羊在接下来的
比赛中下得越来越凶狠， 但无奈黑
棋在右上角的劫争中落败， 局面更
加不利。 弈至第230手， 周睿羊无
奈， 只得投子认负。

该赛事由中国棋院和深圳市金
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由
四位在上一年度 （2012年 6月至
2013年6月） 代表中国获得过世界大
赛冠军的棋手参加。 比赛采用中国
围棋竞赛规则， 黑贴三又四分之三
子， 每方用时1小时后一次1分钟读
秒。 时越夺冠获得奖金人民币18万
元， 亚军周睿羊获得12万元的奖金，
陈耀烨和范廷钰各得6万元。

中国围棋世界冠军争霸赛时越夺冠

图为中国队球员王永珀 （右） 主罚点球得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