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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篮公布中美对抗赛名单，为亚锦赛热身

加加把把劲劲，，重重回回亚亚洲洲之之巅巅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体育专

电(记者 林德韧 黄杰) 中国
男篮领队郝国华在27日举行的
媒体座谈会上公布了参加5月中
旬中美男篮对抗赛的16人名单，
同时对外界关切的队员伤病等
问题做了回应。

5月13日至17日，中美国际
男篮对抗赛将分别在吉林长春
和黑龙江哈尔滨举行。作为中国
男篮备战亚锦赛的重要热身赛，
本次比赛也广受关注。本次中国

队的16人名单具体为：李慕豪、
王哲林、周琦、陶汉林、邹雨宸、
丁彦雨航、易立、赵泰隆、翟晓
川、周鹏、可兰白克·马坎、李根、
睢冉、刘晓宇、方硕、刘炜。

郝国华表示，本届中国男篮
以去年的阵容为班底，招募了在
2014-2015赛季CBA联赛中表现
出色的队员，同时对球队相对较
弱的后卫线进行了补缺，引入了
有经验或者有潜质的一些队员。

据郝国华介绍，目前的国家队

实行的是流动管理，在确定名单之
前，球队人员都存在变化的可能。他
说：“实际上分为国家集训队1组2
组，在正式确定参加亚锦赛12人名
单之前，所有都应该叫集训队。”

对于本年度中国男篮的大
考——— 男篮亚锦赛，郝国华表示
全队都在努力，他说：“男篮目前
在亚洲确实没有任何优势了。去
年亚运会刘炜和易建联没有参
加，我们没有打好，包括前年亚
锦赛(也不理想)，说明了我们在

亚洲失去了称雄的位置。所以，我
们必须卧薪尝胆，苦练内功。重新
夺得亚洲霸主的地位，确实我们
这些年轻人要努力、要付出。”

针对前一阵出现的国家队
队员伤病问题，男篮队医罗安民
表示，留在队中的大部分队员都
能够进行正常训练。“李晓旭有
腰部的筋膜炎。贺天举右侧膝关
节有损伤。郭艾伦右侧腕关节有
陈旧性的骨折，右侧膝关节有滑
膜炎，左侧踝关节有炎症。韩德

君右侧膝关节在一年前做过关
节镜手术，右肘关节一年前骨折
过，现在肘关节也有一定的影
响。”罗安民介绍道。

在谈到中美对抗赛的目标
时，郝国华说：“比赛是训练的一
面镜子，要通过比赛检验一下我
们的训练状态，检验技战术的水
平。我们这一段是赛练结合，练
一段，打一段比赛。热身赛胜一
场或者负一场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要通过比赛把问题找出来。”

一场闷平 两边满意
切尔西0:0阿森纳继续领跑

新华社伦敦4月26日体育
专电(记者 王子江) 切尔西
26日做客酋长球场，在英超第
33轮的比赛中以0:0与阿森纳
战平，仍然以10分优势领跑，但
庆祝夺冠的时刻被迫推迟；曼
联在客场以0:3不敌埃弗顿，进
入前三的希望受挫。

切尔西如果击败阿森纳，
他们只要在三天后客场击败保
级球队莱斯特，就可以锁定冠
军。当然，如果他们能顺利击败
莱斯特，那么很有可能在5月3
日主场庆祝胜利，那天他们的
对手是水晶宫。

这场伦敦德比火药味十
足，前阿森纳球员法布雷加斯
由于是第一次重返酋长球场，
每次拿球都被阿森纳球迷报以
巨大嘘声。裁判奥利弗在禁区
内的多次有争议的判罚都激起
全场球迷和两位主帅的不满，
从场面上来看，切尔西有三次

获得点球的机会，阿森纳也能
获得一个点球。

此役过后，切尔西积77分
高居榜首，曼城与阿森纳同积
67分，多赛一场的曼城以净胜
球优势暂居第二。

这场平局意味着温格与穆
里尼奥率领的切尔西队在过去
的13次交锋中，无一胜绩。不过
两人对这个结果都表示满意。

穆里尼奥赛后说：“这是关
键的一分，我们进入夺冠倒计
时。”

温格则说：“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希望的表现，上半场我们
有很多机会，但在禁区内我们
缺乏果断。”

埃弗顿凭借麦卡锡、斯
通 斯 和 米 拉 拉 斯 的 进 球 大
胜，曼联最近三次做客埃弗
顿全遭失败，积分也降至第
四位。埃弗顿凭借胜利升至
第10位。

一球绝杀 帮了冤家
门兴小胜狼堡，助拜仁提前夺冠

新华社柏林4月26日体育
专电(记者 王东) 德国足球
甲级联赛第30轮26日全部结
束。门兴格拉德巴赫队主场迎战
沃尔夫斯堡队的比赛中，国脚马
克斯·克鲁泽补时阶段打进绝杀
球，帮助门兴队以1：0小胜狼堡，
同时助拜仁提前4轮卫冕。

联赛已经打完30轮，拜仁
积分为76分。沃尔夫斯堡队61
分，列第二名。门兴格拉德巴赫
队以57分，暂列第三。

在射手榜上，因伤缺阵最

后几轮的法兰克福队前锋亚历
山大·迈尔以19个球仍排列第
一，拜仁的罗本列第二，进了17
个球，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排
第三名，有16个球进账。

第30轮其他场次比赛结果
为，美因茨05队以2：0胜沙尔克
04队；多特蒙德队以2：0胜法兰
克福队；科隆队以1：1平勒沃库
森队；汉堡队以3：2胜奥格斯堡
队；斯图加特队以2：2平弗赖堡
队；拜仁慕尼黑队以1：0胜柏林
赫塔队。

一场失利 等了多年
尤文图斯20年联赛首负都灵

新华社罗马4月26日体育
专电 意大利时间26日晚进行
的意甲第32轮比赛中，都灵队
在主场以2：1逆转战胜尤文图
斯队。

这是尤文20年联赛首次输
给都灵，上一次失利要追溯到
1994-1995赛季第9轮，客场以
2:3不敌都灵。这也是尤文本赛
季的第三场失利。

原本打算提前六轮捧起联
赛冠军奖杯的愿望落空了，尤
文只能再耐心多等一些日子。

26日赛前，位居榜首的尤
文图斯有一个完美计划：只要
击败都灵，并且排在第二位的
拉齐奥输给切沃，尤文图斯就
能在26日捧起联赛冠军奖杯。

然而现实很残酷，尤文图
斯的开局不错，第35分钟，皮尔
洛在门前21米主罚任意球先下
一城。都灵在第45分钟扳平比
分，达米安接夸利亚雷拉的头
球攻破球门，这是都灵意甲主

场的第2000粒进球。第57分钟，
夸利亚雷拉再为都灵贡献一
球，攻入自己本赛季的第13个
进球，成功逆转。

“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耐
心。比赛开始领先，为什么没
能再接再厉攻进第二个球？
我们本来应该抓住那些射门
机会的。我们不是因为防守失
误而失利。”尤文主帅阿莱格里
说。

在26日的其他七场比赛
中，拉齐奥队以1:1平切沃队，
罗马队以1:2不敌国际米兰队，
乌迪内斯队以2:1小胜AC米兰
队，帕尔马队以1：0赢取巴勒莫
队，维罗纳队以3:2击败萨索洛
队，热那亚队以3:1大胜切塞纳
队，亚特兰大队以2:2与恩波利
队战平。

目前在意甲积分榜上，尤
文以73分领跑，领先拉齐奥14
分，罗马队以1分之差排在第三
位。

火箭错失晋级

骑士横扫绿军

新华社华盛顿4月26日体育专
电 手握3:0优势的休斯敦火箭队
在26日进行的NBA季后赛中未能
再进一步，第三节出现崩盘，以109:
121不敌达拉斯小牛队，错失了晋
级机会。克里夫兰骑士队则并没有
给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太多机会，
101:93取胜后以4:0的总比分横扫对
手，杀入东区半决赛。

面对没有任何退路的局面，前
三场一直被火箭队压着打的小牛
队此役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攻防两
端都对对手实现了压制。比赛开始
后火箭队占据了上风，以9分优势
领先结束首节，第二节火箭队一度
将差距扩大到12分，但小牛队替补
阵容此时爆发，不仅将比分追平，
而且帮助主队在半场结束时反超
了8分。

下半场小牛队继续高歌猛进，
在主力得分手埃利斯的带领下打
出一波20:4的高潮，双方分差扩大
到20分以上，比赛也就此失去了悬
念。

取胜之后小牛队将总比分扳
为1:3，保留住了晋级希望。不过，
在NBA季后赛的历史上，还没有
任何一支球队能够在0:3落后的局
面下实现翻盘。

火箭队的哈登得到了全队最
高的24分，替补登场的约什·史密
斯和科里·布鲁尔分别取下23分和
22分。不过，火箭队引以为傲的三
分球本场全面哑火，仅有31投7中，
命中率只有22 . 6%。

同样手握3:0领先优势的骑士
队没有让机会旁落，詹姆斯与欧文
合力攻下51分，率领球队横扫晋
级。

在当日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
中，华盛顿奇才队凭借先发五虎的
出色表现以125:94大胜多伦多猛
龙队，以4:0的总比分连续第二年
杀入东区四强。洛杉矶快船队在客
场依靠保罗和格里芬的“双剑合
璧”以114:105将圣安东尼奥马刺
队挑落马下，双方目前战成2:2平。

““武武术术齐齐鲁鲁行行””公公益益活活动动在在滨滨州州启启动动

本报讯 4月26日，“武术齐
鲁行”——— 山东武术健身公益活
动启动仪式在滨州市政广场举
行。山东省武术协会主办的这项
武术公益活动在全国尚属首例。

“武术齐鲁行”公益活动是
为贯彻执行省体育局推广全面

健身活动的有关要求，推动武术
服务全民健身而培育的一项省
级体育品牌项目。全年共举办17
场，由省武术协会主办，全省各
市体育局、武术协会承办。

在2015年“武术齐鲁行”———
山东武术健身公益活动启动仪式

上，山东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翟寿涛介绍了此次武术公益
活动相关内容。活动分为启动部
署、亲临传授、培训交流、普及巩
固四个阶段，包括“武术公益健身
周”、“公益辅导员培训”、“武术名
家巡回指导、展演”等形式。

省武协已成立公益活动领
导小组，在山东武术名家人才库
中选聘武德高尚，武术技艺和理
论知识水平高的教授、教练员、
养生专家组成“山东省武术名家
指导小组”。

公益辅导员培训包括太极
拳系列、优秀传统拳种系列、武术
操系列等专题。公益活动每站由3-
4名武术名家亲临活动现场，巡回
展示、指导、普及各类武术技艺和
武术健身知识，每个试点单位巡回
指导3天。17市现场活动结束后，由
各站挑选优秀武术辅导员，参加
年底汇报表演。 (王皓)

曼联惨败给埃弗顿，鲁尼十分失落。 新华社发

启动仪式上进行了千人太极拳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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