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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场3：4不敌沙尔克04，皇马跌跌撞撞闯入欧冠八强

““银银河河战战舰舰””也也也也有有有有抛抛锚锚的的时时候候
女子高尔夫世锦赛今开幕

佩特森
赞姚明有天赋

本报讯 2015世界女子高尔夫
锦标赛将于3月12日-15日在海口观
澜湖黑石球场举行。11日下午，本届
赛事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召开，球员
代表——— 现世界排名第二的韩国名
将朴仁妃、世界排名第五的苏珊·佩
特森、世界排名第八的柳萧然和本
届赛事排名最高的中国球员林希妤
均出席了发布会。发布会上，苏珊·
佩特森作为观澜湖的老朋友，谈到
去年10月出席观澜湖世界明星赛和
姚明配对的经历，她称这位篮球巨
星很有运动细胞，虽然高尔夫打得
不是特别出色，但是以他在中国乃
至世界上的影响力，能够很好地推
动高尔夫的发展。

本次赛事是世界女子高尔夫锦
标赛连续第四年在海口观澜湖举
行，吸引到朴仁妃、苏珊·佩特森、柳
萧然和林希妤等参赛，其中，朴仁
妃、苏珊·佩特森、柳萧然这三位巨
星均排名世界前十，合计斩获八次
大满贯桂冠；而林希妤则是中国高
尔夫新生代领军者、女子中巡历史
上最年轻的奖金王。观澜湖集团副
主席朱鼎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我很感谢朴仁妃、苏珊·佩特
森、柳萧然和林希妤，她们非常支持
世界女子高尔夫锦标赛、支持观澜
湖，最重要的是支持亚洲和中国高
尔夫球的发展。”

苏珊·佩特森于去年10月出席
了观澜湖世界明星赛，当时和篮球
巨星姚明搭档。谈到半年前的这段
职业-业余搭档经历，苏珊直言不
讳地说：“姚明虽然高尔夫打得不是
很好，但是他很有运动细胞，而且他
在中国乃至国际上都非常有影响
力，这对推动高尔夫这项运动的发
展很有帮助。”尽管跟姚明在观澜湖
世界明星赛上的成绩不咋样，但毕
竟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苏珊·佩特
森在发布会上称，她和姚明最后由
搭档成了好朋友。

本次赛事得到了全球服务公司
美国运通、世界知名的意大利运动
服装百年品牌斐乐、世界知名高端
卫浴领域的佼佼者东陶，以及全球
最大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提供商都乐
的大力支持。

（兰兰）

本报记者 许恺玲

北京时间11日凌晨，如果
你看了欧冠皇马的比赛，如果
你恰好又是皇马球迷，那看比
赛时的心情一定是这样的，“心
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
每一秒……”

想想上赛季的欧冠1/8决
赛，当皇马遇到沙尔克04时，结
果是客场6:1，主场3:1，两回合
9:2血洗对手。而如今呢，上一
回合客场还能2:0完胜，这一次
主场也只拼个3:4落败。要不是
仗着上一回合攒下来的老本，
总比分5：4领先，卫冕冠军就要
说再见了。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在输
掉首回合之后，甩开包袱的沙
尔克04这一场踢得真是精彩，
他们数次威胁皇马球门，险些
上演惊天逆转。事实上如果不
是运气站在皇马这一边，银河
战舰可能已经出局了。

从数据上看，沙尔克04全
面占上风，无论是射门数还是
控球率，都比皇马高出一筹。场
面上看，沙尔克04也是占据上
风，数次威胁皇马球门。所以开
场第20分钟，率先进球的就是
沙尔克04。而之后沙尔克04还
两度领先，最终也成功带走一
场胜利。

四年来，皇马球迷还是

第一次在主场目睹自己的球
队在欧冠比赛中失利，这就
难 怪 无 论 在 比 赛 中 还 是 赛
后，皇马都被球迷用响亮的
嘘声伺候。这一场比赛下来，
皇 马 没 一 个 人 能 称 得 上 英
雄，即便C罗用两粒进球刷新
了自己的欧战进球纪录，也
弥补不了皇马整体的糟糕。

球迷和媒体往往会把溢美
之词献给那些踢了一场漂亮足
球，却最终遗憾落败的球队，称
他们是有骨气的英雄，却放不
过那些难看的胜利者。所以这
场家门口的失利，让马德里炸
开了锅。西班牙媒体的批评像
连珠炮弹般地射向皇马，称球
队是以一种耻辱性的方法进入
八强的，与那支在去年11月和
12月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球队
完全不是同一支。

看看吧，一场比赛下来，球
迷不买账，媒体不买账，皇马这
次算是玩火自焚了。不过比赛
最后时刻皇马全队收缩防守，
对欧洲卫冕冠军来说，这样的
形象的确不合时宜。但中国有
句话如是说，“好死不如赖活”，
所以活着就有希望。

还好，一场糟糕之旅也有
唯一利好，那就是C罗似乎找回
了进球的感觉。如今皇马躲过
了这一劫，是否意味着银河战
舰否极泰来？

中国女排
获世界杯资格
中国男排遗憾落选

本报讯 当地时间3月10日，国
际排联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2015年
男、女排世界杯参赛资格获得办法
和目前获得门票的球队，中国女排
顺利入围，而中国男排则无缘参赛。

女排世界杯将于今年的8月22

日-9月6日在日本举行，男排世界杯
的比赛时间是9月8日-23日，比赛地
也是日本。根据规则，男女排世界杯
共有12支参赛球队，东道主和去年
的世锦赛冠军将直接参赛，其他10

个名额将分配给亚洲、欧洲、非洲、南
美洲、中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各两个
席位。获得世界杯前两名的队伍则将
直接入围2016年里约奥运会。

在亚洲地区，世界杯的两个参
赛席位是根据2015年1月1日的国际
排联最新排名确定的。列世界第三
的中国女排在亚洲球队中排名第一
理所当然地获得参赛资格，韩国女
排排名在日本女排之后，但日本女
排作为东道主参赛，因此亚洲排名
第三的韩国女排也获得参赛资格。

男排排名中，亚洲排名前两位
的是伊朗和澳大利亚，这就意味着
中国男排彻底无缘男排世界杯，只
能通过今年的亚锦赛争取落选赛的
参赛资格，然后通过参加明年举行
的落选赛冲击2016年里约奥运会。

（综文）

本报记者 叶嘉利
实习生 曾轲

北京时间3月11日，洛杉矶
湖人坐镇斯台普斯中心迎来了
底特律活塞，湖人打出了赛季
少有的惊艳表现，全队七人得
分上双，并且以93 :85战胜对
手，在终结自己五连败的同时
也送给了对手七连败。不过，在
另一场比赛中鹈鹕击败篮网，
战绩达到36胜29负，这也宣告
了紫金军正式无缘季后赛，成
为本赛季森林狼之后第二支确
定告别季后赛的球队。

湖人无缘季后赛，这本是
理所应当的结果。本赛季科比
复出后再次受伤，意味着湖人
彻底失去了主心骨，剩下一帮
虾兵蟹将，个别球员或许有亮
眼的发挥，但无法捏成一个有
竞争力的整体。更何况今年西
部竞争形势尤其激烈，湖人在
这样的夹缝中每况愈下，终于
彻底堕落。

毫无疑问，湖人队成绩的
好与坏与科比有着直接的关
系。近两个赛季科比的大伤让
湖人一蹶不振。上个赛季，湖人
就已经颓势尽显，这个赛季随

着加索尔的出走和科比早早赛
季报销，让湖人确定无缘季后
赛的日子比上个赛季（3月15
日）还提前了4天。

不计球队中的伤病情况，
湖人队目前能出战的球员中，
只有林书豪、布泽尔以及乔丹·
希尔的场均得分达到了两位
数，而三人中场均得分最高的
布泽尔，也不过只有12 . 5分。
这样的人员配置，让人们很难
对湖人抱以更高的期望。

科比复出，原本是本赛季
湖人最振奋人心的消息，科比
复出后的状态也确实让人震
惊。本赛季，科比打了35场比
赛，场均上场34 . 5分钟，能得
到22 . 3分。在37岁的高龄，还
能驰骋在年轻人的战场上，科
比确实值得敬佩。不过，按照科
比的性格，他不愿意接受失败，
更不能容忍自己在板凳 上 坐
着看着球队失败，因此他的
上场时间居高不下，这当然
也和主教练斯科特的安排有
关，最终科比还是没能逃过伤
病的折磨。

林书豪在被交易到湖人之
后，平均每场能够交出1 0 . 9
分、4 . 7个助攻和1 . 2次抢断的

数据，虽然无法和纽约那疯狂
的几天媲美，但这样的答卷还
算中规中矩。而且林书豪近期
的状态呈现持续飘红的态势，
在11日战胜活塞的比赛中他拿
下了12分、7个篮板和5次助攻，
巩固住了球队的胜果。

虽然有着不错的表现，但
林书豪在湖人的日子并不太
好过。他和主帅斯科特不睦
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而随

着 湖 人年轻后卫克拉克森崛
起，林书豪在湖人的未来显得
模糊起来。

湖人的未来何去何从？科
比下赛季复 出 ，状 态 应 该 还
会下滑，届时湖人将会提前
准备进入下一个时代。科比
之 后 ，这 个 时 代 属 于 谁 呢 ？
詹姆斯，小加索尔，勒夫，还
是米尔萨普？湖人的崛起，期
待下一个巨星降临。

湖人正式无缘季后赛，阵容寒酸让人心疼

紫紫金金王王朝朝缺缺个个““话话事事人人””

新华社里斯本３月１０日电
（报道员 陈柏乔） 葡超豪门
波尔图队１０日主场４：０大胜前
葡萄牙国脚索萨执教的瑞士冠
军巴塞尔队，以两回合５：１的总
比分晋级欧冠八强。

这是波尔图２００３－２００４赛
季在穆里尼奥带领下夺得欧冠
冠军之后，首次杀入欧冠八强。

比赛第１４分钟，特略禁
区前沿被萨穆埃尔拉倒，布
拉西米直接任意球破门，为

球队首开纪录。易边再战，波
尔图迅速扩大了比分。第４７
分钟，布拉西米左路突破后
送出助攻，墨西哥国脚埃雷
拉禁区外右脚劲射，球入球
门右下角。第５５分钟，波尔图
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从皇
马租借而来的卡塞米罗的射
门直挂球门左上死角。第７６
分钟，埃雷拉前场断球，阿布
巴卡尔面对三名防守队员的
围堵劲射入网。

波尔图大胜巴塞尔

晋级欧冠八强

看着湖人无缘季后赛，科比想好将接力棒传给谁了吗？ 新华社发

虽然进球了，但C罗却高兴不起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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