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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晚亚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上海上港坐镇主场2比1战胜鹿岛鹿角，但因
总比分3比4负于对手，无缘亚冠8强。至此，新鲜出炉的亚冠8强赛场中只有天津权健一棵
“中超独苗”——
—

上港很
权健很
湖南日报记者 周倜

胡尔克“双响”
仍难填“欠账”
两队首回合对决中，上海上港客
场1比3不敌鹿岛鹿角，因此本场比赛
上港至少需要2比0以上比分才能晋
级，考验之大可见一斑。而对于鹿岛
鹿角而言，如果球队此役再胜，球队
将首次跻身亚冠8强。 手握两球主动

亚冠8强
中超仅存权健“独苗”
而在5月15日进行的另一场
亚冠八分之一决赛中， 天津权健
凭借客场进球多的优势淘汰广州
恒大淘宝队， 历史性首次闯入亚
冠8强，成中超独苗。但有点尴尬

5月16日， 上海上港队球员胡尔克在比赛中。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权的鹿岛鹿角自然不会有任何懈怠，
但近期双线作战豪取3连胜的状
态让鹿岛鹿角更显兴奋。
背水一战”的上港今天阵容有
“
所变更。球队核心胡尔克火线复出首
发出场， 另一外援埃尔克森因伤缺
阵。第7分钟，利用前场右路任意球机
会，胡尔克转身劲射近距离破门先下
一城。而鹿岛鹿角在连续等待机会过

后终于迎来收获，第41分钟，安西幸
辉禁区左路传中，土居圣真门前抢点
脚后跟磕射扳平比分， 总比分2比4。
易边再战，第79分钟罚进点球的胡尔
克让上港再次看到希望的曙光，
但此时场上时间所剩无几。最终，
上海上港以2比1取得本场比赛胜
利，但却因首回合“欠账太多”，总
比分3比4遗憾出局。

的是， 这也是三年来首次仅有一
支中国球队晋级亚冠8强。
至此，本赛季亚冠8强球队全部
产生。其中，西亚区晋级的4支球队
分别是： 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和德黑
兰独立、卡塔尔的萨德和杜海勒，而
东亚区晋级的4支球队分别是中国
的天津权健、日本的鹿岛鹿角、韩国

的全北现代和水原三星。
据亚足联官方消息， 抽签仪式
将在5月23日于吉隆坡举行，四分之
一决赛定于今年8月27日至29日进
行第一回合角逐；第二回合则定于9
月17日至19日展开。作为中超独苗，
杀入亚冠8强的天津权健接下来将
会面临亚冠、中超双线作战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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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幼儿足球启蒙工程”启动

明年建成首批100所
幼儿足球启蒙实验基地
湖南日报 5 月 16 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
“湖南省幼儿足球
启蒙工程”启动仪式在长沙市天心区中建幼儿园举行，3到6岁
的小朋友一样可以走上球场，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本次启动仪式由湖南省足球协会主办，湖南麦哲伦少儿体
育科技有限公司、长沙市天心区中建幼儿园承办。
据介绍，
“
湖南省幼儿足球启蒙工程”将从今年9月份起布局，计
划用一学年的时间，与全省范围的幼儿园合作，建成首批100所
“
幼
“
幼儿足球启蒙基地”将通过教本课程
儿足球启蒙实验基地”。每所
或者兴趣班的形式，让3到6岁的小朋友了解足球，踢上足球。
长沙市政协副主席、 长沙市体育局局长李平表示：“幼儿
足球的开展意味着足球根基扎得更深更牢了， 也期待更多的
幼儿园可以开展像足球一样的特色课程。”

中
国
女
排
两
连
胜
5月16日，在2018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第二日比
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比利时队取得两连胜。在5月15日首
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直落三局轻取多米尼加队。 图为5月16
日，中国队球员袁心玩
月（中）与队友庆祝得分。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NBA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二场

詹皇再次“爆发”，骑士仍吃败仗
湖 南 日 报 5 月 16 日 讯 （记 者 周 倜 ）

NBA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二场北京时间
今天早上打响。继续主场作战的凯尔特
人队以107比94击败骑士， 总比分2比0
领先。
本场比赛骑士队势头明显足了很多。
尤其是詹姆斯开局
“
一触即发”，弹无虚发的
他在首节砍下21分， 而凯尔特人全队首节

总共才拿到23分；第二节骑士队科沃尔
的良好发挥帮助队伍继续保持领先，半
场结束，骑士以55比48领先7分。但自下
半场开始，场上“画风”突变，霍福德、杰
伦布朗持续稳定发挥，加之罗齐尔出色
手感，凯尔特人完成反超，并将领先优
势扩大至14分。 末节骑士队似已“崩
盘”，最终没能在客场带走一场胜利。

尽管詹皇“拼尽全力”拿下42分10
篮板12助攻， 让人联想到之前半决赛
“抢七”时的神勇，但整场比赛，骑士队两
大首发后卫乔治希尔和JR史密斯的低
迷疲软让人“不敢恭维”：乔治希尔4投1
中得到3分，史密斯7投0中，得到0分，两
人加起来一共3分。 而凯尔特人两大首
发后卫的表现对本场胜利至关重要：罗
齐尔16投7中拿下18分5篮板2助攻；杰
伦布朗18投9中砍下23分7篮板3助攻。
两人合力砍下41分，两队首发后卫的发
挥如此悬殊，即使詹姆斯“再现神勇”，也
无力改变最终14分的差距。

哈特和威尔谢尔
落选英格兰世界杯名单

玩法
超级大乐透

奖级

据新华社伦敦 5 月 15 日 电 英国

媒体15日报道， 过去多届大赛的主
力门将乔·哈特和阿森纳队的威尔
谢尔都将落选英格兰队， 无缘下个
月的俄罗斯世界杯。
英格兰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可谓
抽到了上上签，与比利时队、巴拿马
队和突尼斯队同在G组， 他们将在6
月18日迎战小组赛的第一个对手突
尼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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