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华盛顿１０月１３日电 2013年芝加哥
马拉松赛13日举行， 这是自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发生后在美国举办的首个大型国际马拉松赛，肯
尼亚选手金梅托和耶普图分别夺得男、女冠军。

本届芝加哥马拉松赛吸引了创赛事历史纪
录的40230名选手参加。 在比赛开始之前，全场
为4月发生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遇难者默哀
30秒。 赛事负责人平科夫斯基在发言中说：“今
天的比赛证明了马拉松的意义， 证明了人们参
赛的意义， 他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运动
中，马拉松是人性的赞歌。 ”

由于波士顿爆炸案的影响， 本届芝加哥马
拉松赛的安保力量大大增加。 当地警方出动了
超过1000人的警力为比赛保驾护航， 另外，警
方还派出了防暴犬、直升机，并且动用了市区约
22000个摄像头对比赛进行全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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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亮）在今天进行
的东亚运动会男篮决赛中， 面对以亚锦赛阵容
出战的中华台北队，中国男篮国奥队表现出色，
以79比82惜败，获得银牌。

在8月份进行的男篮亚锦赛中， 拥有易建
联、王治郅、朱芳雨的中国男篮曾以78比96不
敌中华台北队，因此本次东亚运动会决赛前，国
奥队并不被看好。

但在比赛中， 国奥队展现了异常积极的状
态，令人刮目相看。 从首节开始，国奥队就凭借
凶猛的拼抢、稳定的3分球保持领先，第三节一
度将分差拉大到13分。 不过中华台北队的经验
优势在第四节逐渐显现， 最终在比赛还剩25秒
的时候追上比分并反超。 随着翟小川最后时刻
的3分不中，国奥队以79比82惜败。

时隔1个多月，面对同一支中华台北队，中国
男篮在落后时的全线崩溃与国奥队积极的比赛
作风形成鲜明的对比，令人深思。

对于中国男篮和国奥队的区别， 中华台北
队主帅许晋哲认为，“感觉国奥的选手不会放弃
任何一个球，会扑在地上救球，对比赛的求胜欲
望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在一队身上比较欠缺。 ”

在14日的半决赛中，面对传统强队韩国队，
国奥队就在落后的局面下奋起直追， 最后以61
比52实现大逆转，进入决赛。

近日，获得2013年亚洲杯举重锦标赛女子
53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冠军的嘉禾籍
国家举重队队员罗栩琳，回到母校嘉禾五中，与
师生分享自己夺冠的喜悦， 并将一块金牌留给
母校作纪念。

今年21岁的罗栩琳出生于1992年，是嘉禾
县石桥镇仙江村人， 从小练就了一身强健的体
魄。 2005年夏天，13岁的罗栩琳小学毕业，暑假
中和几个小伙伴到附近的石桥中学打篮球，被
嘉禾五中举重教练李飞看中，招入队中。罗栩琳
跟随李飞，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潜心练习举
重。 2010年，罗栩琳考入西安体育学院，现在是
大四在读学生。

罗栩琳先后夺得全国举重冠军赛第二名、
全国城运会第二名、世青赛第一名、全运会第八
名。去年10月正式进入国家举重队。目前，她正
在备战将于明年3月举行的全国举重锦标赛。

“举重运动贵在坚持、贵在勤奋。这条路不好
走，随时要面对伤病、失落，只有坚定信心、坚持
训练，举重之路才有可能走得更远。 ”罗栩琳语重
心长地告诉嘉禾五中举重队的师弟师妹们。

据新华社罗马10月13日电 巴洛特利脾气
依旧火爆。 他13日随意大利队到达那不勒斯之
后，在火车站跟一组电视采访人员发生了纠纷，
曾一度要摔媒体的摄像机。

意大利队将于下周二在那不勒斯迎战亚美
尼亚队。这是他们最后一场世界杯预选赛，据说
“巴神”很有可能上场。 意大利人从佛罗伦萨乘
火车抵达那不勒斯，很多球迷前去迎接。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巴神” 和梅地亚赛特
（Mediaset）体育台的采访组发生冲突。 据该采
访组的人员透露，“巴神”显得非常愤怒，试图要
把一台摄像机摔到地上。

东亚运动会决赛不敌中华台北

男篮国奥队虽败犹荣

本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罗飞雄

罗栩琳载誉“回嘉”

10月15日， 2015亚洲杯预选赛重燃战火， 中国男足客场挑战印度尼西亚队。 面对小
组中最弱的对手， 国足除了赢球抢积分， 没有其他选择———

战印尼，必须赢
国足残阵出击

预选赛C组， 沙特、 中国、 伊拉克队
实力相当， 印尼队最弱。 在已结束的两轮
比赛中， 印尼队两战皆负， 排名末位。 对
于1胜1负、 排名第二的国足来说， 想要
保住前两名， 与印尼队的两场比赛不容有
失。 国足代理主帅傅博在谈到与印尼队的
比赛时， 也直言目标“双杀对手”。

从两队的实力对比、 历史交手记录来
看，国足占有明显优势，虽然印尼队本次主
场作战， 不过由于之前球迷闹事受亚足联
处罚，本场比赛只允许有500名球迷入场，
印尼队的主场优势大大减弱。不过，国足自
身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伤病。

赵旭日、 张琳芃两员大将都因伤缺
席， 今年在国足右路表现出色的孙可也因
肺炎挂出免战牌， 公布大名单之前郑龙、
杨旭就已经确定缺席。 傅博赛前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 “面对伤病的难题， 也只能

积极应对， 尽量将受到的影响减至最低，
延续国足近期出色的状态。”

以目前的人员配置以及训练内容来
看， 郑智将回到其在恒大队的中卫位置，
与其搭档的是杜威， 后腰则由刘建业、 杨
昊配对， 孙可右前卫的位置或将由小将武
磊出任。 根据这两天的训练， 国足15日的
首发阵容或将如下， 门将： 曾诚； 后卫：
吴曦、 杜威、 郑智、 孙祥； 中场： 刘建
业、 杨昊、 张稀哲、 王永珀、 武磊； 前
锋： 于大宝。

根据赛程， 国足15日率先客场挑战印
尼队， 11月15日， 双方第二场比赛将在
西安进行。

印尼看低国足
相对国足取胜的目标， 实力稍弱的印

尼队并非是坐以待毙， 目前小组赛2连败
的他们， 亦力争取分， 也有印尼球迷宣称

“泰国能赢中国，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本场比赛只允许500名球迷入场， 不

过印尼队主教练蒂亚哥和球员们表示， 将

不会找任何借口作为理由， 这场比赛就是
为了印尼而战， 并且坚信与中国队胜率各
占50%。

印尼队主教练蒂亚哥在14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道，“明天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0比0开场， 胜率自然也是五成对五
成。对于两支球队而言，唯一的区别就是对
待明天比赛的态度。”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他还透露自己找到了中国队的弱点。

据了解， 印尼队在本场比赛前进行了
10天的备战， 全队目前没有伤病， 每一
名球员都能出战。 对即将到来的比赛， 印
尼队的球员也是众志成城： “每一名印尼
球员都会全力以赴， 为自己的祖国而战，
这样的正式比赛意味着一切。”

而在印尼球迷眼中， 印尼队完全可以
击败国足，因为“泰国能战胜中国，为什么
我们不可以”，甚至有球迷扬言要“8比0战
胜中国”。虽然印尼球迷的“自信爆棚”大可
不必理会， 不过在前两场的小组赛中两战
皆负的局面下， 印尼队在面对国足时肯定
将破釜沉舟、拼尽全力，国足必须小心。

本报记者 王亮

美迎波士顿爆炸案后
首个大型马拉松比赛

机场险摔媒体摄像机
“巴神”又生气了

10月10日晚 ， 长沙市天心区首届 “天工
杯” 职工篮球赛在雅礼天心中学体育馆举行，
来自全区27支代表队的326名运动员参加此次
比赛。 本报记者 徐行 龙文泱 摄影报道

举重亚锦赛获3项冠军

据新华社天津10月14日电（记者 曾健）在
东亚运动会男足比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
争夺中，22岁以下（U22）中国之队在天津奥林
匹克中心球场以0比3不敌朝鲜男足，在本届东
亚运动会最终排名垫底。

在前三场比赛中，中国队除了以0比0逼平
中国香港队之外，分别以1比2和0比2输给了韩
国队和日本队。本场比赛如果没有取分，就将
在参赛五队中排名垫底。

上半场比赛进行到补时阶段，朝鲜队队员
10号金柱成利用中国队后卫解围失误，攻入一
球。双方易地再战，中国队进攻没有多少起色，
体力也渐显不支。第52分钟，朝鲜队通过下底
传中由郑日冠再下一城，两球领先。第64分钟，
朝鲜队中场队员抢断成功， 一路带球狂奔，最
终将球分给等候多时的中锋朴光龙，后者轻松
推射入网。

三球落后，中国队在最后的20分钟基本失
去了进攻的锐气，全场比赛以0比3收场。

朝鲜队以三胜一平的比分荣获本届东亚
运动会足球项目金牌。

东亚运动会末轮不敌朝鲜

中国男足U22队排名垫底

图为中国队球员吴兴涵 （右二） 在与朝鲜队的比赛中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