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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士客场胜猛龙

NBA总决赛战成1比1
� � � �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2日电 NBA总决赛2日进行了第
二场较量，卫冕冠军金州勇士队经过一场苦战以109比104
在客场战胜多伦多猛龙队，目前两队总比分1比1战平。

本场比赛勇士队处变不惊，落后时紧咬住比分，并再
次使用“惹不起”的第三节逆转了比赛，球队几大主力发挥
出色，各有贡献。“水花”兄弟汤普森和库里领衔攻击线，分
别攻下25分和23分， 格林贡献17分、10个篮板和9次助攻。
老将伊戈达拉整场发挥一般，但却在比赛快要结束时投中
绝命三分，帮助勇士确立了109比104的领先优势，此时比
赛仅剩5.9秒，比分最终也定格于此。

“当勇士队踏上总决赛的赛场，冠军的底蕴就会在关
键时刻显示出来。”库里赛后说。

凭借这场胜利，勇士队也抢回了主场优势，总决赛第
三场和第四场将在勇士队主场奥克兰进行。虽然本场获得
胜利，但勇士队也有坏消息，神投手汤普森在比赛第四节
腿部受伤下场休息， 是否能顺利出战第三场还是个未知
数。替补中锋卢尼也在这场比赛中受伤。

猛龙核心伦纳德本场贡献34分和14个篮板，洛瑞受到
犯规过多的困扰仅贡献13分，范弗利特依然是猛龙队的板
凳奇兵，贡献17分。总决赛第一场发挥出色的西亚卡姆本
场遭到限制，仅拿到12分。

� � �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王亮）2019年湖
南省健美操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6月1日至2日
在省体育局举行，来自全省的200多名健美操裁
判员、教练员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由省健美操协会主办，邀请了健美
操国际级裁判、中国健美操协会技术与科研委员
会副主任张莉，健美操国际级裁判、湖南省健美
操协会副秘书长郭莎莎， 健美操国际级裁判、同
济大学健美操教练寿旻超授课，设“完成裁判理
论与实践”“艺术裁判理论与实践”“运动等级规
定动作评分”等课程。几位授课老师除了理论教
学，还进行了现场演示和提问互动。

据了解， 参培人员将参加健美操裁判理论
及实践考试， 省健美操协会将为考核合格者颁
发结业证书，并根据培训与考核的结果，确定新
周期湖南省健美操比赛的执裁资格， 同时颁发
全国健美操裁判员一级、二级证书。

省健美操教练员、
裁判员培训班举行

王霜回应离开“大巴黎”传闻

现在只想专注于
女足世界杯

据新华社巴黎6月3日电 中国女足球员王
霜3日通过微博回应了即将与法甲巴黎圣日耳
曼队解约的传闻， 称自己现在只想专注于女足
世界杯和国家队比赛，而关于在俱乐部的未来，
她会做出慎重选择。

王霜于去年8月加盟巴黎圣日耳曼，当时双方
签约两年。据法国媒体2日报道，王霜或将在未来
几小时内与俱乐部商谈提前解约的事宜， 返回中
国联赛踢球。王霜在微博上表示：“这一次的留洋，
是我自己的选择，得到了中国足协、国家队和武汉
足协的大力支持。现在赛季结束了，我正在跟着国
家队，努力备战世界杯。关于我在俱乐部的未来，
我会自己做出慎重的选择。”

� � � �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
从省田径协会了解到，2019紫薇国际半程马拉
松将于6月30日在益阳市资阳区紫薇村游客中
心鸣枪，赛事将有5000名选手参加。

2019紫薇国际半程马拉松是益阳市首个
获得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国家级马拉松赛事，
将于6月30日7时30分在益阳市资阳区紫薇村
游客中心鸣枪起跑。比赛设半程马拉松21.0975
公里（2000人）、健康跑9公里（1000人）以及欢
乐跑5公里（2000人）三个组别。参赛选手可以
通过赛事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台“中奥山林赛事”
或“湖南省田径协会”进行报名。

紫薇国际“半马”
6月30日鸣枪

� � � �里皮重新回归， 归化球员首次入选集训名单， 国足正处在一个更新换代
时期。 近日， 国足主帅里皮在回归后首次发声———

国足谋变，众望所“归”？

� � � � 6月2日，上海
上港队球员埃尔
克森（右）与大连
一方队球员朱晓
刚在比赛中拼抢。

埃尔克森极
有可能成为国足
的第二位归化球
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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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月2日，在NBA总决赛第二场比赛中，勇士队客场以
109比104战胜猛龙队，双方总比分战成1比1平。图为勇士
队球员库里（前）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里皮
不进12强赛就得走人

5月24日中国足协正式官宣，
意大利教练里皮再次出任中国男
足主教练。 4天后，里皮飞抵广州，
迅速展开工作。 自亚洲杯后，国足
主帅这个“烫手山芋” 空置了4个
月。 结果出乎意料，“老马”里皮吃
了“回头草”。

尽管是“老熟人”， 不过一旦
上任， 该有的约束还是有。

里皮在采访中介绍：“我并没
有作出长期承诺， 因为没有意义，
我们的目标就是2022年卡塔尔世
界杯。 在亚洲取得世界杯的资格
分为两个阶段， 如果第一个阶段
没有成功就已经被淘汰， 我再待
在这里就没有意义， 因此我的合
同跟不同时期的结果有着密切关
联。” 言下之意， 如果国足无法晋
级第二阶段的12强赛， 里皮就得
走人。

关于国足名单， 里皮表示会
选择状态最好、 为国出战欲望最

强的球员， 但有一名球员被他赋予
更多的定位和思考， 他就是郑智。
“郑智是一名伟大的球员， 无论是
对恒大还是国家队。 我当然不会以
这位39岁的球员为基础打造出征
卡塔尔世界杯的国家队， 但我仍然
招他入队， 是期待他把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场上的球员。 我的想法是让
他加入团队， 没准他退役时可以成
为教练， 延续自己的足球事业， 像
现在的李铁一样。”

不过， 这次采访中， 里皮没有
谈到外界关注的归化球员。

焦点
国足进入“归化”时代

里皮没有谈到归化球员， 但不
能掩盖归化球员在当下中国足坛的
热度。 国足之所以进入“新” 时
期， 也主要体现在归化球员的引入
上。

5月30日， 中国足协发布最新
一期24人国家队集训名单， 效力
于北京国安队的归化球员李可赫然
在列， 他也成为国足史上第一位归
化球员。 被载入史册， 李可十分兴
奋， 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很荣

幸能入选中国国家队， 期待披上国
家队球衣为国而战。”

有了第一个， 引入第二个、 第
三个归化球员的速度在加快。 最新
的消息是， 叱咤中超多年的巴西外
援埃尔克森和高拉特， 都已表达愿
意归化的态度。 两人中， 埃尔克森
2013年就来到中国踢球， 目前已
经居住满5年， 随时可以进入改籍
流程。 晚来中国半年的高拉特， 则
还要等待一段时间。

两名巴西外援迅速得到比李可
更高的关注和期待， 一是他们的位
置正好弥补国足的“软肋” ———疲
软的中前场， 同时他们都曾在广州
恒大队效力。 对以恒大队为班底的
国足来说， 的确没有比他们更适合
的归化球员了。

自从去年开始有中超球队归化
外籍球员以来， 归化球员就一直备
受争议。 有人认为归化球员只是饮
鸩止渴， 可能会短期提升国足的实
力， 但解决不了中国足球的根本问
题。也有声音表示，在归化球员帮助
国足提升实力的基础上， 足球会得
到更大的关注，也算是一种“倒逼”。

但归化球员到底靠谱不靠谱，
还是得归化了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