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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将“导演”平局
虽然利物浦队未能延续连胜势头，

但能在全场表现不如对手的情况下收
获一场平局已是额外收获。这必须要感
谢一个人，那就是斯旺西球员谢尔维。

本场比赛谢尔维“闪亮全场”，“耀
眼程度”远超杰拉德等大牌明星，不仅
仅是因为他一传一射帮助斯旺西队攻
入两球，更重要的是他两度送出乌龙助
攻，“协助”利物浦队收获一场平局。

就在上赛季，谢尔维还是利物浦队
的一员。

比赛才开始80多秒， 谢尔维就给
了旧主一个下马威。 他在第一次射门
被门将斯科特尔飞身挡出的情况下补
射入网， 为斯旺西队赢得梦幻开局。
但仅过了2分钟， 谢尔维就迷迷糊糊地
回传失误， 利物浦球员斯图里奇断球
后一蹴而就， 扳平比分。 第36分钟，
谢尔维再度“送礼”， 利物浦队以2比1
扩大了比分。 好在他随后头球摆渡，
助攻斯旺西队扳平比分。

谢尔维赛后表示：“我觉得是我给
了利物浦队一个平局，我无法停止去想
那两个失误，我想找个没人看得到的地
方藏起来，那种感觉太可怕了。 ”

诸强尚在磨合
目前新赛季英超战罢4轮， 除利物

浦队3胜1平无败绩外，曼联、切尔西、曼

城队等夺冠热门均遭遇败绩，战绩都是
2胜1平1负，分列积分榜第4至第6位。在
暑期转会市场上小打小闹的利物浦队
赢在球队的稳定上，而诸强依然处在难
熬的磨合期。

本赛季，曼联、切尔西、曼城队均更
换了主教练。

“红魔”曼联队新赛季进入“后弗格
森时代”，无论是球队掌控力、还是战术

指挥，新任主帅莫耶斯仍需要进一步提
高。 更为棘手的是，目前曼联队仍然存
在一个“定时炸弹”，那就是鲁尼。 虽然
他刚在本轮攻入1球， 但有关他离开球
队的传闻从未停息，最近则传出阿森纳
队有意掏出3000万欧元“笼络”鲁尼。

曼城队也不好过， 新帅佩莱格里尼
是职业生涯首次执教英超球队， 虽然揭
幕战取得4比0的大胜， 但近3轮1胜1平1

负让他背负了巨大压力。 曼城队在球员
引进上继续大手笔， 巴西人费尔南迪尼
奥、西班牙中场内格雷多先后加盟，如何
把这样一支人员构成复杂的球队捏合得
当，佩莱格里尼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与“曼城双雄”相比，切尔西队的情
况要好一些，不管如何，狂人穆里尼奥
与切尔西队是久别重逢，两者的磨合只
是时间问题。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苏原平 ）
17日， 全球冰淇淋巨头“DQ冰雪皇
后” 携手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
在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启动2013年
“特奥融合计划” 长沙站滚球赛及手拉
手活动。

此次活动是2013年“特奥融合计
划” 项目的第二站， 旨在通过组织智
障人士与融合伙伴 （非智障人士） 进
行公平的体育竞技， 拉近社会各界与
智障儿童的距离， 让这群特别的孩子
感受到更多的社会关爱。 长沙市特殊
教育学校、 雨花区、 开福区、 岳麓区、

望城区、 宁乡县等10支代表队参加角
逐。 来自DQ长沙8家门店的员工代表
携手特奥融合伙伴， 与运动员们展开
了一场洋溢着爱心和特奥运动精神的
友谊比赛。

据了解， “特奥融合计划” 是DQ
和国际特殊奥林匹克东亚区一项为期5
年的长期计划。 自2012年3月在广州启
动以来， DQ作为该项目的正式合作伙
伴， 已在广州、 成都、 贵阳、 上海开
展了特奥融合活动。 除了南京、 长沙，
2013年度“特奥融合计划” 还将在武
汉、 上海等地展开。

本报9月17日讯（记者 王亮 通讯员
陈剑岷）2013湖南“吉祥人寿杯”第六届
环湘自行车赛最后一场分站赛今天在岳
阳君山景区落幕。 郴州的陈东、广州的简
志航、 浏阳的袁薇分别获得男子青年组、
男子壮年组以及女子组的第一名。

岳阳站全程22公里赛道特别宽敞，
所有组别的前10名选手基本都咬在第
一集团骑行。 不到一小时，所有组别的
前10名选手都抵达终点。 值得一提的
是，环湘车模肖遥在车胎没气的情况下

获得第7名， 从来没有参加过比赛的车
模周婷婷、唐兰兰也首次完成比赛。

第六届环湘自行车赛9月2日从韶
山启程，途经灰汤温泉、涟源龙山、怀化
黄岩、常德太阳山、岳阳君山6站赛事。
赛程1500余公里，历经16天，来自全国
的数百名车手及湖南本地3000余名车
手参与赛事。 9月29日，6站赛事各组别
前30名车手共300余人将在南岳衡山进
行总决赛，最终决出男子青年组、壮年
组及女子组环湘总排名冠军。

北京时间9月17日， 英超联赛第4轮最后一场比赛结束， 利物浦队虽然以2比2被斯旺西队逼平， 依然以3
胜1平的战绩位列榜首， 夺冠热门曼联、 切尔西、 曼城队暂列第4至第6位———

“红军”领风骚
本报记者 王亮

图为利物浦队球员杰
拉德 （右 ） 在比赛中与斯
旺西队球员布里顿拼抢 。

新华社发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王
亮） 今晚进行的亚洲女排锦标
赛第2轮复赛中， 中国女排以3
比0力克此前保持不败的韩国
队， 将连胜扩大至5场。 19日，
中国女排将迎战越南队。

本届亚锦赛， 韩国队的平
均身高仅次于中国女排和哈萨
克斯坦队， 23.6岁的平均年龄
也比中国女排年轻。 因此中国
女排主帅郎平对本场比赛十分
重视。

不过， 虽然韩国队球员非
常年轻， 冲劲十足， 但也有技
术粗糙、 发挥不稳定的毛病。
首盘韩国队与中国女排战至22
比25， 第二盘就以14比25惨败。

总体来说， 中国女排无论
是防守还是进攻都占据优势，
在以25比17拿下最后一局后，
中国女排顺利收获5连胜。

1/4决赛将于19日展开， 排
名F组首位的中国女排将对垒E
组第4名越南女排。

女排亚锦赛

中国队3比0完胜韩国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王
亮） 中国篮协今天在北京通告，
2013至2014赛季CBA将于11月
9日开幕，赛制不变，赛程由原来
的一周三赛改为两周五赛。 外援
政策不变，亚洲外援新赛季也不
会被取消。

虽然今年的CBA球队已经
确定将会扩充到18支，但中国篮
协表示联赛的总场次不会有太
大改变，赛程则由原来的一周三
赛改为两周五赛。 由于到底是四
川金强俱乐部还是江苏同曦俱
乐部升入CBA还未确定，因此具

体的赛程安排还未出炉。
中国篮协还介绍， 新赛季的

开幕时间确定为11月9日，总决赛
结束时间最晚为2014年4月9日。

关于外援政策，中国篮协也
表示不会变更，外援上场时间限
制和上赛季相同，即四节6人次。
此前争议较多的亚洲外援政策
新赛季也将继续施行。

9月16日，中国篮协公布对四
川金强与江苏同曦俱乐部的评估
得分，四川金强得分73，江苏同曦
为69。 不过江苏同曦提出了申诉，
因此谁能升入CBA依然未定。

新赛季CBA11月9日揭幕

环湘自行车赛结束分站赛

300余骑手将角逐总决赛
“特奥融合计划”长沙关爱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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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９月１７日电 英
国斯诺克选手斯蒂芬·李日前因
为涉嫌打假球或将被终身禁赛，
一向心直口快的“火箭”奥沙利
文17日在推特上表示，斯诺克不
只有李一人打假球。

曾排名世界第五的李涉嫌
在2008年至2009年操纵了多场
比赛，他有可能在下周的听证会
上被处以终身禁赛的处罚。

奥沙利文称，李打假球这一
事件或许只是整个斯诺克界的
冰山一角，他还抨击世界职业台
球和斯诺克联合会（世台联）对
于假球根本不作为。

“我听说有许多斯诺克球手

打假球，而我猜测李只是被抓住
的那一人，” 奥沙利文在推特上
说，“我知道他们（世台联）会因
为我所说的话而处罚我，因为他
们只喜欢把事情藏着掖着。 但
是，如果你真的坦荡荡，你就无
需去隐藏什么。 ”

斯诺克界此前也曾爆出假
球丑闻，在2010年5月，当时世界
排名第一的希金斯涉嫌同意收
受贿赂打假球的偷拍录像带被
公布于众，然而世台联取信了希
金斯“害怕对方是俄罗斯黑手党
而虚与委蛇”的说法，只以“未能
及时汇报情况”的理由对他处以
6个月的禁赛处罚。

奥沙利文：
斯诺克不只一人打假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