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比2不敌上海申鑫 足协杯湘涛遗憾出局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蔡矜宜） 在今天进
行的2013年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深圳站首日
较量中， 郎平带领中国女排以3比0完胜老对手
泰国队， 顺利取得开门红。

本场比赛， 网口占优的中国女排首局打得
顺风顺水， 以25比17轻松拿下。 次局中国队在
第二次技术暂停时以16比11领先， 之后泰国队
发起反击， 一度将分差缩小至2分。 关键时刻，
惠若琪、 杨珺菁冷静的拦网、 强攻， 帮助中国
队以25比20再下一城。

第三局， 中国队开局被泰国队打了个1比
7， 但顽强的中国姑娘们一分一分追， 并在殷
娜的一次反击后将比分追至13比13平。 之后局
势陷入胶着， 双方比分交替攀升， 凭借曾春蕾
的拦网， 中国队以24比23拿到赛点。 最后一个
球， 泰国队反击扣球失误使得中国女排以25比
23险胜， 从而以3比0力克对手。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在
今天进行的2013年足协杯第三轮比赛中，
湖南湘涛队客场以0比2不敌上海申鑫队，
遗憾出局。

在第三轮的足协杯对阵中， 除去参加
亚冠联赛的4支球队， 其余中超球队本轮
多数都悉数亮相。 目前， 湘涛队排名中甲
联赛第11位， 申鑫队名列中超联赛第9

位。 首发名单方面， 湘涛主教练拜塞克在
本场比赛中派上了多数的替补球员， 而主
场的申鑫队则尽遣主力。

本场比赛，两支球队都很快进入状态，
积极进攻，但主场作战的申鑫队更占优势，
双方上半场互交白卷。第70分钟，申鑫队
凭借定位球打破僵局， 安东尼奥开出任意
球旋到禁区， 赵作峻头球破门。5分钟之后

申鑫队再下一城，在一次右路进攻中，杨家
威远距离直塞球到禁区， 外援查尔顿得球
后倚住湘涛队后卫侧身强行射门得手。

落后的湘涛队在剩下的时间里积极组
织进攻， 第77分钟外援波萨维奇射门， 但
球打在门柱外沿弹出。 最终， 未能扭转局
势的湘涛队在上海金山体育场以一场0比
2的失利， 结束了本赛季足协杯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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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林顶替巴里奥斯立功
在恒大队和中央海岸水手队亚冠1/8

淘汰赛第一回合的交锋中， 恒大队客场在
落后一球的情况下， 最终以2比1逆转对
手， 因此对于恒大队来说只要在主场拿到
1分就可顺利晋级8强。

由于21日北京国安队客场以1比3不敌
首尔队遭淘汰后， 恒大队成为了唯一一支

仍在征战亚冠的球队， 因此恒大在亚冠中
的表现承载着几乎所有中国球迷的希望。

但不利消息就在赛前随之传出， 在上
周与辽宁队的中超比赛后， 恒大外援巴里
奥斯被确诊为肌肉撕裂， “箭头” 不在的
情况下， 球队主帅里皮决定用近期状态正
佳的郜林顶替出任前锋， 与穆里奇、 孔卡
形成新的“三叉戟”， 3人在比赛中各取
得1粒进球。

本场比赛， 恒大队自始至终占据场上
优势， 第6分钟穆里奇禁区内的冷静低射

帮助球队踢开对手的大门， 并且以两个赛
季打入11个亚冠进球的成绩打破了郝海
东和韩鹏保持的中超球员亚冠总进球数纪
录。 半场结束前， 穆里奇在禁区内被对方
球员绊倒， 恒大队获得点球机会， 孔卡操
刀破门， 比分扩大至2比0。

易边再战， 拥有两球优势的恒大队并
未停下步伐， 第67分钟， 穆里奇左路横
敲， 孔卡得球后直塞， 郜林停球后以一脚
漂亮的凌空抽射破门为球队锁定胜局。

一战收获1800万元巨额奖金
去年恒大队在亚冠之中的成绩是打入

8强， 本赛季淘汰了中央海岸水手队之后，
恒大队已经平了去年的亚冠战绩。 一向

“财大气粗” 的恒大队在奖金方面也绝不
手软， 相信这也成为球员们不断创造佳绩
的动力之一。

在小组赛中， 恒大队获得3胜2平1负
的战绩， 球队获得2400万元的赢球奖。 6
场比赛中， 恒大队的净胜球达到10个，
每个净胜球带来200万元的奖金， 共2000
万元。 加上小组出线的晋级奖金600万
元， 他们在小组赛阶段一共取得了5000
万元的奖金。

此役， 3比0的完胜让恒大队收获600
万元赢球奖、 600万元净胜球奖和600万
元晋级奖， 加上首回合客场胜利的800万
元奖金。 进入8强之后， 恒大队到目前为
止获得的比赛奖金达到7600万， 而22日
的这一战， 就让他们收获了1800万元的
巨额奖金。

下一阶段抽签仪式将于6月20日在马
来西亚吉隆坡亚足联总部进行， 8强战两
回合比赛则被安排在8月21日和9月18日
进行。

在22日晚进行的2013赛季亚冠联赛1/8淘汰赛次回合较量中，“中超独苗”广州恒大队
主场以3比0大胜澳超球队中央海岸水手队，总比分5比1连续第2年昂首挺进亚冠8强———

恒大，带你看完胜本报5月22日讯（记者 王亮）湖南的篮球
迷久等了！ 湖南柏宁篮球俱乐部今天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球队与长沙银行达成冠名合作，同
时向全省球迷发出召集，欢迎球迷在5月26日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体艺馆观看2013NBL（中国
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揭幕战，长沙银行队将对阵
广州六穗队。而球票，当然是免费的！

湖南柏宁篮球俱乐部2012年进入湖南，为
湖南球迷带来了高水平的篮球赛事， 也得到了
广大球迷的热情支持。2013赛季即将于5月26
日开幕，为回馈球迷并营造出狂热的主场氛围，
俱乐部决定将揭幕战的门票向球迷免费发放。

其中，俱乐部通过本报向社会发放50张揭
幕战门票， 球迷可通过腾讯微博关注并@湖南
日报官方微博“hunanribao”的方式获得，@时
请输入“我爱湖南篮球”，截止至24日。

湖南柏宁篮球俱乐部总经理孙启开在会上
介绍，“球队本赛季分别引入李林、 毕继光两名
征战过CBA的球员，外援则是曾在NBA火箭队
效力过的中锋阿姆斯特朗。 球队目前整体状态
良好，新赛季将全力冲击CBA。”

长沙银行队的前身是东莞柏宁队， 一直是
NBL老牌强队。CBA今年确定扩军， 冲击CBA
也是长沙银行队的唯一目标。 或许在不久的将
来，湖南的篮球迷就将在家门口欣赏到易建联、
大郅等球迷的表演。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蔡矜宜 ） 今天，
2013年第十一届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第七轮比
赛在长沙亚华大酒店进行， 湖南队在大好形势
下操之过急， 最终以3比5憾负四川队。

作为今年联赛里唯一一支没有冠名赞助的
队伍， “裸奔” 湘军前六轮仅取得1胜5负表现
不佳， 尤其是上个主场与广西队之战， 在加赛
快棋中， 我省选手连泽特布局有戏， 却错失良
机。 赛后， 连泽特坦言： “没有看到队友的研
究成果， 不知该补哪个仕。”

本轮与四川队之战， 基础实力较弱的湖南
队只有依靠刻苦拆棋来弥补不足， 湖南队一上
来形势一片大好， 前三局均以和局告终。 关键
的第四局， 湖南队派出有“江湖妖刀” 之称的
程进超， 可惜关键时刻他的不理智成为了正常
比赛的致命点。 程进超中盘弃子抢攻对手， 其
后他放着简单得回大子的招法不走， 却车砍底
象冒险继续攻， 四川队选手武俊强化解程攻势
多子反戈一击致胜， 最终四川队在客场以5比
3惊险击败湖南队。

本报5月22日讯 （记者 谭云东 苏原平）
今晚，特步中国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简称大
五联赛）南大区比赛在湖南师范大学拉开帷幕。
湖北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东华大学、华侨大
学、浙江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8个赛区的10支
高校队伍汇聚于此， 争夺进入特步大五联赛全
国总决赛的最后两张门票。揭幕战，北京体育大
学队以13比8大胜东华大学队。

据介绍， 特步大五联赛是由中国大学生体
育协会、 中国足球协会共同主办的高校传统足
球赛事，本赛季比赛历时8个月，覆盖了全国15
个省市，共计228支高校球队、2700多名大学生
运动员参与，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大学生足球运
动的普及与发展。本届大五联赛推出了“玩转我
的赛场” 的全新理念， 足球嘉年华活动内容丰
富，能让更多的大学生享受到足球的快乐。与此
同时，“创舞精彩” 足球拉拉队选拔赛也在赛事
期间火热进行，成为比赛的另一大亮点。

玩转我的赛场
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联赛南大区打响

中国女排深圳赛开门红

开幕式上的湖南师大足球拉拉队表演热
力十足。 李欣 摄

26日
长沙银行队新赛季首秀
本报送出50张门票

全国象棋甲级联赛

湖南主场憾负四川

图为广州恒大队球员孔卡、 穆里奇、 郜林 （从左至右） 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他
们3人在本场比赛中各自为球队贡献1粒进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