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报

“姚明来了！” 9月27日， 中
国队与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开始
前， 赛场内外大家议论纷纷， 满
怀期待。 下午在韩国与黎巴嫩队
的比赛中， 有球迷在贵宾席上发
现姚明的身影。 一时间， 昔日
“小巨人” 姚明成了赛场最大的
话题。

19时30分， 中国队复赛首战
正式打响。 比赛即将开始之际，
球馆内突然“炸开了锅”， 一时
间掌声雷动， 球迷纷纷站了起
来。 循着响动望去， 所有人都看
到了大高个儿姚明。 身着黑色运
动服的他找到座位后坐下， 表情
平淡。

当场内大屏幕出现姚明的镜
头时， 这位大高个儿似乎有些“害

羞”， 与现场观众打了一个简单的
招呼， 没有做过多的互动。 即便如
此， 他的出现让本就热闹的体育馆
愈发沸腾， 很多人第一时间掏出自
己的手机， 将焦距调到最大， 希望
能拍到这位“小巨人” 的身影。 离
姚明较近的观众， 则争相掏出纸笔
希望索要到他的签名。 或许是有点
“害羞”， 或许是想专注观看中国队
的比赛， 姚明婉言拒绝了球迷的签
名、 合影等要求。

全场比赛， 现场依旧延续之
前的火爆。 姚明独自坐在座位
上， 安静观赛， 鲜有与他人的交
流。 或许在他心里， 有着更多关
于中国队接下来的思考。 据了
解， 姚明此次将在长沙作2至3天
的停留， 所以中国队在男篮亚锦
赛复赛期间的比赛， 他都有可能
到现场观战。 想一睹“巨人” 风
采的球迷 ， 不妨亲自来到现场
感受一下吧。

责任编辑 苏原平 肖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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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12\ZWlmnop123qr6stYZ?u\vwxyze
{j|ZW}~�?��m3q�7/012��O����{j|Z
W}~�?��mq�f�G2GCO2�P�O�2�P�12P�
����{j|ZW}~=>k�mv�jO��o�?��O���m
�/012r6����O� ¡¢£o¤j�j¥¦T

§?o¨ !"#$ " % ©ªo`)*«�/0123¬�®W}~o
�¯°C±²³WX´o<K123AWXµ¶·T ¸¹C±²³ºC
»¼½<¾¿ÀÁÂoÃ@�C±²³ÄÅfÆ�Ç]/012È��
�OÉÊ�ËÌÍÎÏÐÑÒ:¬ÓÔ¡�Õ]Ö×:�ØC±²³�?
Ù<12ÚÛTÜÝÞßo`)*à�C±ámÄÅâhãW & äåæT

dçèféê�ë°r6éìoíîï°kám]ðñoòámóô
^°õö]12÷JT !!"#"!$%&'!

!"#!$%&'()*+,-.

!"#$%&'()*+,
-!./0)*+,-!12()
*+,-34" 567893 !"
:;<=>?@ABCDE+,
-F%GH"IJKLMN"OP
Q!RS#

!!"#$ %$!"#$& %'
!!()*!+,-./0
123456 45789:
'6 ;<=>1=?@$AB6
CDEF6 GHIJK6
!!LM=%=!&#$ & ' '
( ()N!+OPQRS
TUV ! W # XY #&# Z
[3456 4578 %\6
;<=]^_`6 aDbF
c6 defgh6
!!Lb= %=!&#$& )'
#*()N!+ijSklm
njoSpqr456 45
78(:'6;<=Rs=]^
_ =̀]tuv6awbF6d
xyz{|z}~z$""Y6
!���= %=!""* & +!
' +* ()��+�!�
�b���456 457
8 !"\6;<=��6a�
��F�6
!��'=%=!"+$ & ) '
!( ( ) k � � � � �
,')' ��� +% ���4
564578 $�6�R=�
>�=� ¡=�¢£¤¥6

!��¦=%=!"+$ & ) '
!( ()§¨+,-©/0
efª]«4564578
):'6X>�=¬�6a
®wK¯F6 dn°Fc6
!��±= %=!"+$ & *
' ) ()§¨+,-©/
0efª]«456 45
789:'6X>�=¬�
6 g_²³´=dµ¶z
Fc6
!·¸¹=º=!"+! » + '
!) ¼)½¾¿À!ÁÂÃ
ÄÅÆÇ4È6 4ÈÉ8
!! \6 X>Ê=;�=?Ë
Ì6

!"#$ TUVABW
#"$% X & Y '( 9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5113 2 5 2 7 9 2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2 5218598.9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5263 2 1 6
排列 5 15263 2 1 6 4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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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7日讯（记者 王亮 蔡矜宜 周倜）中国男
篮状态越来越稳定了。今天进行的男篮亚锦赛复赛首轮中，
中国男篮以75比62击败哈萨克斯坦队， 从而以复赛3胜0负
的战绩提前锁定一个8强名额。

根据赛制，小组赛的成绩将带入复赛。因为C、D两组各
有一支球队出局， 所以小组赛三连胜的中国男篮在复赛首
轮前以2胜0负暂列F组首位， 哈萨克斯坦队的战绩为0胜2
负。在6支球队淘汰两支的情况下，中国男篮今晚只要击败
哈萨克斯坦队，就锁定8强席位。

此前， 中国男篮在2009年、2013年亚锦赛遭遇哈萨克
斯坦队，分别以74比56、73比67取胜。从比分不难看出，哈萨
克斯坦队并不好对付。可惜本届亚锦赛，他们遇到了刚刚三
连胜、势头以及实力都在不断提升的中国男篮。

比赛中， 男篮小伙子从比赛伊始就压制住了哈萨克斯
坦队，半场以42比26领先16分。第三节战至一半，哈萨克斯
坦队加强防守，慢慢将分差追至7分。此时易建联连续两次
大力扣篮并制造犯规，把双方分差重新拉回到两位数，稳定
了局势。最终，中国男篮以13分的优势取胜。

赛后，翟晓川谈到第3节时表示：“球队在破联防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也为我们提了一个醒，接下来要作出总
结和改变。”

本场比赛中国男篮依然是12名球员齐齐亮相， 得分的
球员有9名。其中，易建联拿下最高的15分。

值得注意的是， 因女儿重病请假的队长周鹏今天第一
时间赶回了长沙，并在第4节末段登场。

谈周鹏： 去年中国男篮组队时，
周鹏是最老的队员 ， 也是一个非常
有责任心的队员 ， 所以任命他为队
长。 去年亚运会我们输给了日本队，
球队的心没有散 ， 因为他做了很多
工作 。 这一次 ， 我们给了他无限期
的假 ， 但他只一天就回来了 。 我觉
得他做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正确选
择， 他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 ， 尤
其是精神上的。

谈祈福 （27日训练结束时， 中
国男篮一起为周鹏的孩子祈福）： 天
有不测风云 ， 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
会悲痛。 周鹏的小宝贝刚刚出生38
天， 出现这种危急病情很让人心疼。
我们队现在有3个小宝贝， 希望他们
都能健康成长 。 其实球队中不管是
任何人出了事情 ， 我们都会给予力
所能及的帮助。

谈比赛 ： 我们对哈萨克斯坦队
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 。 上半时球
队对战术贯彻得比较好 ， 防守 、 抢
篮板都做得不错。 下半时打得不好，
尤其在破联防上不够流畅 。 内线的
优势发挥得不够突出 ， 外线的出手
也过于匆忙 。 我希望队伍能更加成
熟， 更有针对性 ， 以后的比赛打得
更好一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整理）

帅论

周鹏
鼓舞了球队

宫鲁鸣：

病情好转，他火速归队

27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 在这
个美好的日子中国男篮收获亚锦赛四连
胜，但是队中有一个人始终愁眉不展，他
就是队长周鹏。

“周鹏回来了，队长回来了！”19时许，
距离中国男篮对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还有
30分钟，中国队小伙子们逐个进场热身，媒
体席的记者们个个盯着球员通道。

因为刚出生38天的女儿突发重病，
周鹏于26日请假回家探望妻女。 在了解
女儿病情有所好转后， 队长又在第一时
间赶回了长沙，与兄弟们“战”在一起。

“女儿的病情基本在可控范围内，一天会
比一天好转。而且医生很有信心，给我很
大信心。”

19时30分，中哈之战正式开打，周鹏
并未进入首发名单。在与队友一起热身、
唱国歌之后，队长坐上了场边的球员区。

比赛进行到第四节最后4分多钟，中
国队以71比53领先，队长登场了！现场观
众以最热烈的掌声和呼声为他加油鼓
劲。“队长就是队长！太感人了，他不仅回
来了，而且是赶在24小时内。”球迷小周
说，相信队长的宝贝一定会好起来，如此
团结的中国男篮值得支持和期待！

“团队需要我，我应该回来。”赛后出
现在混合采访区的队长，汗水、泪水交织
着，“大家为了这次比赛练了两年多，我
不能因为私事而影响整个团队。”提及孩
子的情况， 周鹏的话语有些颤抖，“今天
下午跟孩子待了不到3个小时，在她身边
说了很多鼓励的话， 医生也跟我说了很
多，让我心里踏实了一些。”目前，孩子经
过抢救已无生命危险， 但具体情况还要
几天之后才能知道。

为了团队，他始终没说

小组赛中韩大战中， 周鹏在球队一
度落后20分的情况下连续三分命中，咬
住了比分。尽管中国队最终完成大逆转，
但队长却始终愁眉不展， 当时没有人知
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周鹏没有把家里的
情况告诉任何人。

此时， 他刚刚满月的女儿因病重从
东莞转到广州某医院的ICU病房。孩子先

是发烧，然后免疫系统紊乱，生命体征一
直很微弱。

赛前已得知消息的周鹏感觉天都要
塌下来了， 但他还是不愿意把这个消息
告诉任何一个人。他知道，眼前的亚锦赛
对于这支中国男篮来说，太重要了。

小组赛末轮战约旦队， 周鹏进场时
的表情依旧十分严肃。 考虑到周鹏的心
理状态，主教练宫鲁鸣在他首发打了3分
钟就将其换下。赛后，国家队领队柴文胜
表示，队长周鹏的女儿突发重病，队里特
批周鹏回家看望， 周鹏可以视孩子的病
情自行决定归队时间， 国家队也不会对
此做出12人名单的调整。“希望大家从一
个父亲的角度理解周鹏。”

中国男篮在欧洲拉练期间， 周鹏的
爱妻顺利产下女儿。 由于一直在欧洲拉
练，周鹏始终没有回家探望妻女，直到上
月底才有机会回家看望孩子。

本场中哈之战的赛后发布会上，主
教练宫鲁鸣给予这位有担当的队长最大
肯定，“组队时，他是最老的队员，他也是
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队员， 对任何事情
都很认真。”去年亚运会，中国男篮输给
了日本队，周鹏当时在场上十分郁闷，但
在困难面前队长一直没低头， 赛后他做
了很多工作。“其实我们给了他无限期的
假，他这么早回来，说明他把球队看得很
重。他会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是
精神上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凝聚力。”

有一种感动叫“队长归来”

“尴尬”！ 赵泰隆未被认出

本届亚锦赛中国男篮注入了许多新鲜力
量， 出现了大量“90后”。 在26日的中国男篮
球迷见面会上， 郭艾伦、 赵继伟、 赵泰隆、
李慕豪的现身让现场球迷兴奋不已， 纷纷涌
上前找自己的偶像签名、 合影。

赵泰隆这位年轻球员却遭遇了小小的
“尴尬” ———许多女球迷围在他身边希望他能
给自己签名， 而有几位女生叫不出他的名字，
甚至叫错名字。 这让忙着签名的赵泰隆颇感

“无奈”， 笑着跟许多要求签名的女球迷说：
“你们先叫出我的名字， 我再给你签名。”

贴心！ 亚锦赛月饼好抢手

27日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 亚锦赛的工
作人员、 记者无法回家过节与家人团聚。 不
过， 贴心的赛事组委会向所有的媒体记者与
工作人员提供不同口味的月饼。 月饼刚被送

到指定区域很快就被抢光， 大家一边工作一边
吃着月饼， 过了一个忙碌而温馨的中秋节。

许多外国记者也“入乡随俗”，品尝着这种
特色食品。一名半岛电视台记者边吃月饼边竖
起拇指，用生疏的中文说“好吃，好吃”。每逢佳
节倍思亲，在这样一个激烈的赛场，这些贴心的
月饼让所有人都觉得温暖无比。

羡慕！ 她们每天“摸”球员

身为球迷的你， 是不是特别想零距离接
触自己心中的偶像球员？ 亚锦赛期间， 有这
样一群小姑娘让人羡慕到眼红。 她们是此次
亚锦赛的安检员， 所有球员每天进场、 离场
都要从她们身边经过。 她们负责检查球员的
行李， 还要用安检仪贴身检测运动员身上是
否携带危险品。 所以她们每天都能触摸到各
位球员， 可谓是真正的“零距离接触”。 一位
负责安检的90后小郭同学告诉记者： “他们
站在我面前， 感觉他们真的太高了， 身上的
肌肉也真的很发达呢！” 如此美差是不是让你
心生各种“羡慕嫉妒恨” 呢？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蔡矜宜 王亮）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周倜

9月27日，中国男篮队员郭艾伦带球突破上篮。当天，男篮亚锦赛复赛首轮，中国
男篮75比62战胜哈萨克斯坦队。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姚明来了！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蔡矜宜 王亮

9月27日，中国队延续了小组的神勇表现，开场即以10
比0迎来首场复赛的梦幻开局，并以42比26结束上半场。

由于比分拉得较大，下半场中国队员似乎出现了懈怠情绪，
防守不够专注，漏洞频现，这也使得对方能够比较轻松得分。宫导
及时暂停，让队员们重新打起精神并专注于比赛，同时使用了全
场的区域紧逼，全队在场上的战术、打法又回到了正常轨道。易建
联的两次暴扣更是稳定了军心，成为改变队员状态的“强心剂”，
全队士气大振，引导中国队平稳度过波动期。

拿下哈萨尔斯坦队，是中国男篮复赛之旅的首战，接下来
还有两场复赛需要中国小伙子们去拼闯。27日的比赛虽说赢
得比较轻松，但是在比赛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后面的复赛乃至淘汰赛和决赛， 中国队必须解决好两
个问题：一是破联防时，内外线的穿插跑动应该更积极，球
应该多给到罚球线，以罚球线队员为进攻轴心来破联防。二
是外线投手必须更加坚决，做到更加果断、更有信心。

比赛的最后时刻，周鹏的登场更是再次点起全场激情。
周鹏能克服自身困难，及时返回国家队报到，将个人的问题
置于国家的荣誉之后， 也向外界展示了本次国家队的团结
与必胜的决心。也希望中国队能在一个这样和谐向上、积极
拼搏的状态迎战接下来的比赛，取得更多胜利。

（白江系前国手， 1990年北京亚运会男篮冠军成员，
现中南大学篮球队总教练）

9月27日， 姚明在比赛现场观看中国队的比赛。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逗霸”集装箱

首场复赛击败哈萨克斯坦

中国男篮锁定8强席位

中哈之战暴露问题
“白”话

伊朗 111比56 中国香港
巴勒斯坦 70比73 印度
日本 66比73 菲律宾
韩国 85比71 黎巴嫩
中国 75比62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61比83 科威特
卡塔尔 73比84 约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