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有点累
詹皇难救主，骑士2比3落后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3日电 23日进行

的美职篮东部决赛第五场较量中，克利夫兰
骑士队客场以83比96不敌波士顿凯尔特人
队，总比分以2比3落后，晋级形势不容乐观。

此役凯尔特人队得分点众多，新秀塔图
姆拿到24分、7篮板和4助攻， 中锋霍福德砍
下15分和12个篮板。骑士队方面，头号球星
詹姆斯不够兴奋，拿下26分和10篮板，但是
也有6次失误，三分球6投仅中1。此外中锋勒
夫砍下14分、7篮板。除了“詹皇”和勒夫，骑
士再无一人得分上双。

“詹姆斯看上去是有点疲劳，这也没啥
大不了，球队和詹姆斯现在的目标就是再获
得一场胜利，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准备，”骑士
主教练泰伦·卢说。 两队第六场交锋将移师
克利夫兰，比赛时间是25日。

责任编辑 王亮 2018年5月2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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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马尔伤情恢复好于预期
23日正在里约州特雷索波利斯进行集训的巴西队举

行新闻发布会，体能教练法比奥·马瑟惹詹表示，内马尔
伤势恢复良好，甚至好于此前体能团队的预期。

巴西队体能团队表示，希望内马尔能在6月17日巴西
队迎来世界杯第一场对阵瑞士队的比赛之前恢复至最好
水平。他还说，下周巴西队将前往伦敦集训，这对内马尔
十分重要，而体能团队也将加快内马尔的适应过程，使其
尽快熟悉比赛的节奏。

德国队进驻训练营
德国国家队23日中午进驻位于意大利北部南蒂罗尔

地区的训练营，开始备战俄罗斯世界杯。
在初选27人大名单中， 有19名球员于当日抵达训练

营。 大腿肌肉受伤的中后卫博阿滕还留在慕尼黑进行恢
复训练，他的拜仁队友胡梅尔斯、基米希、穆勒和聚勒因
刚参加完上周六的德国杯决赛而先放假休息。 上述几名
拜仁球员和巴塞罗那队的特尔施特根、 切尔西队的吕迪
格将在本周五抵达训练驻地。 皇马中场克罗斯则会在参
加完本周六的欧冠决赛后归队。

德国队将在南蒂罗尔集训到6月7日， 期间将于6月2
日在奥地利克拉根福同奥地利队进行一场热身赛。

（均据新华社5月24日电）

手有点冷
香港公开赛张继科首轮出局
湖南日报5月24日讯（记者 王亮 ）今天

举行2018年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香港公开
赛男单正赛中，久疏战阵的中国名将张继科
以3比4不敌日本选手吉村真晴，止步首轮。

自2017年11月德国公开赛后，张继科高
挂免战牌， 现世界排名第168位的他本次不
得不从资格赛打起。资格赛首轮轮空的张继
科在第二、三轮中分别以4比2险胜意大利选
手斯托亚诺夫和队友马特，晋级正赛。

面对赛事9号种子吉村真晴， 张继科遇
到了真正的挑战。一开场，张继科就以9比11
丢掉首局。次局，逐渐找到比赛感觉的张继
科以11比8扳平。随后两人展开拉锯战，大比
分战成3比3。最后一局，张继科失误增多，以
9比11失利，最终落败。

张继科赛后表示：“其实我有好几局都
是一直领先，可能是太久没比赛了，被对手
缠着时处理不够好， 精力和体力都没跟上。
这次就是先找回比赛的感觉吧。”

5月26日19时35分， 国足将在南京迎战缅甸队，6
月2日将对阵泰国队。 对于在中国杯上惨遭3连败的国
足来说，这两场比赛，是热身更是———

救
赎
战

� � � �本次热身赛，38岁的郑智
再次入选国足。这是自去年世
预赛12强赛结束后，他首次回
到国家队。目前 ，郑智已为国
家队出场98场，如果能顺利参
加与缅甸和泰国队的两场热

身赛 ，他将进入 “国家队百场
荣誉殿堂”。对于郑智的回归，
里皮表示 ：“我认为郑智在国
家队的效力场次应该会超过
100场， 他最重要之处是给这
个团队带来榜样的力量。”

� � � � 5月22日， 国足在
南京市江宁足球训练基
地集训， 备战5月26日
与缅甸队的热身赛。 图
为国足球员郑智在训练
中。 新华社发

●新闻多一点

世界杯速递

郑智有望实现“百场”里程碑

� � � � 5月24日， 在泰国举行的2018年尤伯杯
1/4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1战胜丹麦队，晋级
四强。 图为中国队选手李雪芮在单打比赛中
以2比0战胜丹麦队选手罗泽。 新华社发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37 1 7 7
排列 5 18137 1 7 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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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 � � �对国足而言， 当下的目标是踢出好看
的比赛， 战胜缅甸与泰国队。 长远来说，
还是针对2019年亚洲杯， 展开全方位的
备战。

5月4日， 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分
组抽签揭晓， 中国位列C组， 同组对手有
韩国、 吉尔吉斯斯坦以及菲律宾队。 此次
选择东南亚球队缅甸和泰国队进行热身
赛， 显然也是在为对阵不熟悉的菲律宾队
做准备。

本次国足征召了最近在中超联赛大放
异彩的21岁球员黄紫昌， 此外阵中还有5
名U23球员， 分别是韦世豪、 邓涵文、 何
超、 刘奕鸣和陈彬彬。 里皮大力培养年轻
球员， 未雨绸缪的思路非常明显。

据了解， 中国足协已与里皮多次沟
通， 双方已明确目标： 亚洲杯进入四强。
就目前国足的实力来看， 亚洲杯四强的目
标难度非常大。 目前亚洲公认的最强队伍
是韩国、 日本、 伊朗和澳大利亚， 而这4
支队伍的实力均明显强于国足。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 今年3月的中国杯上， 国足连输3场
被灌10球。 部分球员毫无斗志， 再次让
国足跌入谷底。

对国足表现最失望的非主帅里皮莫
属， 本次集训他也作出新选择。 和中国
杯的27人名单相比， 此次集训有11名球
员离开， 补充征调了10人， 包括2名新人
黄紫昌和陈彬彬。

5月22日的训练课， 里皮再次表达了
关于人员变化的原因：“这次集训名单传
递两个信息， 一是给更多的年轻球员机
会。近期的联赛中，年轻人的表现越来越
出色，他们加入国家队，可以累积国际比
赛的经验。第二，我对部分年长的球员有
些失望，无论在俱乐部，还是国家队，我对
他们的表现并不满意。希望他们能尽快找
到对比赛的激情与渴望。”

此外， 在里皮调整国足名单时， 中
国足协也对全队进行了纪律整顿， 并要
求球员签订承诺书， 同样是围绕精神面
貌做文章。

毫无疑问， 对于这次“大变脸” 的
国足来说， 展现全新的精神面貌并赢得
比赛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足协最终选择
缅甸和泰国队这两支实力较弱的球队热
身， 显然也是考虑到胜利对国足当下的
鼓舞意义。

赢得比赛完成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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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备战亚洲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