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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王亮）在今天进行的西甲联
赛第4轮的一场比赛中，马拉加队主场以5比0大胜巴列
卡诺队。 摩洛哥前锋哈姆道伊在比赛中成功上演帽子
戏法， 他也成为马拉加队近10年首位在联赛主场上演
帽子戏法的球员。

比赛中，马拉加队完全占据优势。 第31分钟，哈姆道
伊率先破门。 随后波尔蒂略和埃利塞乌分别在第40和第
48分钟各入1球。 余下的比赛成为哈姆道伊的个人表演，
他分别在第62和第67分钟再入两球，完成帽子戏法。

马拉加队主帅舒斯特尔对哈姆道伊的表现赞赏不
已，“哈姆道伊踢出了一场伟大的比赛， 作为一名球员
他用天赋与努力帮助球队获胜，我为他感到高兴。 ”

在今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 皇家贝蒂斯队主
场以3比1战胜瓦伦西亚队，这也是瓦伦西亚队前4轮的
第3场败仗。

截至目前， 马德里竞技和巴塞罗那队同为4场全
胜，分列西甲积分榜前两位。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王亮）2013年女排
亚锦赛今天结束复赛第一轮，中国女排以3比0
轻松击败中华台北队，喜获四连胜。

中国女排以3连胜锁定小组赛B组头名，在
今天的复赛遭遇D组第二名中华台北队。

面对陈菀婷领军的中华台北队， 中国女排
开局就占据主动，首局以25比11轻取对手。随后
中国女排做出换人调整， 除了受伤休战的杨珺
菁，中国女排11名队员都得到登场亮相的机会。
最终， 中国女排分别以25比14、25比11拿下第
二、三局比赛。

中国女排主帅郎平表示，“对手给我们的压
力不大，大家能把节奏打出来，状态相比昨天好
些，发球也比前两天好。三局比赛我尽量把所有
队员都调动上去，让大家都有机会热身。 ”

9月17日，中国女排将在复赛第二轮迎战金
延璟领衔的韩国女排。

恒大晋级优势较大
亚冠联赛8强首回合比赛中， 主场作

战的恒大队以2比0轻松战胜卡塔尔莱赫
维亚队， 晋级前景一片光明。

按照亚冠联赛规则， 两回合淘汰赛
进球数多的一方将晋级下一轮。 目前恒
大队两球在握， 假如莱赫维亚队在次回
合能“零封” 恒大队， 还必须进3球才能
晋级下一轮。 两回合比赛进球数相同的
话， 就要对比双方客场的进球数， 莱赫
维亚队首回合客场没有进球， 这也就意
味着只要恒大队客场取得1个进球， 莱赫
维亚队就必须进4个球才能确保晋级。

以恒大队的整体实力和状态来说，
客场被踢成0比3或者1比4的概率非常
小。 莱赫维亚队主教练格雷茨也多次表
示， “恒大队几乎没有弱点， 我力争率
领球队创造奇迹。” 恒大队唯一担心的
是， 如果客场0比2不敌对手， 那么双方

在常规时间总比分为2比2， 且客场进球
数相同， 这时就需要点球大战决出胜负。

剑指4强欲创历史
恒大队于9月15日抵达卡塔尔多哈，

16日进行了适应性训练。 多哈的夏季十
分炎热， 白天最高温度达到43摄氏度，
恒大队训练时气温也有38摄氏度， 高温
将是恒大队在训练和比赛遭遇的挑战之
一。

目前恒大队阵容齐整， 做完手术不
久的冯仁亮以及中超联赛肩膀受伤的冯
潇霆均在阵中。 对于次回合比赛， 恒大
队主帅里皮强调队员们要忘记首回合比
赛， 90分钟都要集中注意力， 全队唯一
的目标就是晋级4强， 创造历史。

卡塔尔联赛于9月14日拉开战幕， 莱
赫维亚队的首战对手是弱旅赛利亚队。
恒大队情报人员早在莱赫维亚队的赛季
前集训时就抵达多哈收集情报， 无论是
他们热身赛的表现， 还是与赛利亚队的
比赛， 相关信息均已收录并上报给教练

组。

吃住行做足功课
为确保本次客场之旅万无一失， 恒

大队在后勤保障方面做足了功课。 据了
解， 9月14日与申花队踢完联赛后， 恒大
队就包机前往多哈。 为保障队员吃好住
好， 球队聘请五星级厨师随队出征， 并
入驻距离精英学院不到10分钟车程的千
禧酒店。

恒大队本赛季三线作战， 对球员的
体能储备是很大的挑战， 因此包机出行
将最大限度确保球员获得足够的休息时
间。 去年和伊蒂哈德队的比赛， 同样是
赛程紧急， 最终恒大包机出征， 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恒大队自带厨师， 始于2012年小组
赛。 这次出征的时间长， 所以在饮食方
面， 恒大队丝毫不敢怠慢， “我们请过
去的都是五星酒店厨师， 希望队员们能
吃得习惯， 这样也有利于队伍的发挥。”
恒大队的内部人士透露。

9月18日23时15分， 广州恒大队将在客场打响与卡塔尔莱赫维亚队的
亚冠联赛8强次回合比赛———

恒大誓进4强

本报记者 王亮

女排亚锦赛

中国队4连胜

图为中国队球员沈静思 （左） 和徐云丽在
比赛中拦网。 新华社发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王亮）2013湖南“吉祥人寿
杯”第六届环湘自行车赛全程团队赛今天在岳阳完赛，
岳阳楼君山景区代表队夺得团队总冠军。

本次环湘自行车赛全程团队赛于9月2日从韶山
启程，13支车队经过15天的长途骑行，于9月16日到达
岳阳终点，顺利完赛。团队总冠军被岳阳楼君山景区代
表队夺得，第二、三名分别为美利达车队、和一车队。

全程参与的72名车手中，68名车手获得全程勇士
奖。 71岁的车友常绍逖完成全程后激动地说：“骑完全
程，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

第六届环湘赛第6场分站赛将于9月17日在岳阳
楼君山景区进行，最终的总决赛将于9月29日在南岳衡
山进行，环湘赛各分站赛前30名车手将获得参加总决
赛的资格。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蔡矜宜）2013年“德山酒业
杯” 湖南省太极推手大奖赛争霸组各级别冠军9月15
日出炉，7名冠军选手将参加11月底的总冠军争夺。

本次太极推手大奖赛由省体育局、省太极拳运动协
会主办，是我省首次举办的全省太极推手擂台赛。赛事共
设争霸组和竞技组，45周岁以上的选手分为A、B两组参
加竞技组比赛，每个组别产生一名冠军。 45周岁以下选
手参加争霸组的较量，选手们按照体重分为7个级别。

比赛自今年7月份启动以来，经过预赛、决赛的角
逐，竞技组的冠军分别由长沙的袁幸平和曾海平获得。
争霸组7个级别的冠军则由来自株洲的黄炜中、 娄底
的张超、长沙的谭亚军等夺得。 7名争霸组冠军将在11
月底角逐最终的总冠军，总冠军将获得2万元大奖。

56公斤级冠军谭亚军是一名大四学生，学太极拳
1年多，“这次参加比赛结交了许多朋友，收获颇多。 有
信心争夺总冠军，但更重要的是以武会友。 ”

9月16日， 广州恒大队球员郜林 （左） 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西甲联赛第4轮

哈姆道伊上演帽子戏法

省太极推手大奖赛举行

岳阳楼君山景区队获冠军

◎责任编辑 王亮◎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１６日电 （记者 公兵）中
国赛艇界“不老的传奇”、三次参加奥运会、曾获
得奥运银牌的张秀云16日晚在此间退役。

在以“延续·爱”为主题的退役仪式上，张秀
云激动地说：“我现在心情非常不平静，因为20多
年的训练，我经历了非常多的坎坷和困难。在我遇
到挫折的时候，很多朋友给了我支持。 ”

现年37岁的张秀云曾被国际赛联官员誉为
“赛艇天才”，她在1993年夺得女子四人双桨世锦
赛金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获得女子双人
双桨银牌。 后来转战女子单人双桨项目，2000年
因某些原因未能参加悉尼奥运会，2004年因为心
脏病再次无缘雅典奥运会，2008年获得北京奥运
会第四名，2012年名列伦敦奥运会第六。

以一枚铜牌结束2013年全运会后，张秀云
终于到了说再见的时候，“我心脏本来就不好，
腰伤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不能再坚持下去了。 ”
张秀云当时说，23年的赛艇生涯，能够看到年轻
人不断涌现，她已经没有什么遗憾。

中国赛艇
“不老传奇”张秀云退役

环湘赛全程团队赛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