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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痛失好局，1：1战平尤文无缘欧冠决赛

春春风风得得意意换换来来““马马””失失前前蹄蹄

“小胖”的伤

急不得

本报记者 李志刚

5月16日，鲁能将在联赛中客场挑
战杭州绿城。此前，鲁能大将王永珀、
汪强、蒙蒂略都身受重伤，如今汪强
已经在足协杯赛上替补登场，另外两
人呢？据了解，王永珀与蒙蒂略都在
积极恢复之中，心里虽然渴望登场作
战，但现实的情况却是急不得。

王永珀有个绰号叫“小胖”，其实
他早就瘦下来了，但大家还是习惯这
么称呼。过去这段时间，王永珀无法
参加泰山队的合练，只能跟随预备队
练习，但他的体重依然控制得很好，
没有出现反弹。王永珀在谈到伤势恢
复情况时表示，现在和预备队一起一
天两练，练得挺苦的，除了力量训练
就是跑步，最近可以进行简单的有球
训练了，但是离比赛还很遥远。“手部
骨折，会耽误踢比赛吗？”一些球迷提
出这样的疑问，其实足球运动员在场
上护球、自我保护等动作都离不开
手。王永珀自己也说：“现在就是没法
进行对抗训练，因为一旦到了场上，
哪怕是分队比赛很多动作是控制不
住的，一旦受伤的手撑地或者用力过
度，会出现二次骨折的情况，那可就
麻烦了。”队里目前受伤的不少，王永
珀说自己心里也很着急，希望能尽早
回到比赛场上，但是有时候，着急也
不顶用，“什么时候复出不好确定，保
守估计回到赛场也得等到6月份的间
歇期以后了。”

据新华社马德里5月13日
体育专电 欧冠半决赛第二回
合13日结束，卫冕冠军皇家马
德里在伯纳乌球场被意大利球
队尤文图斯1：1逼平，以两回合
2：3的总比分被后者淘汰，无缘
决赛。

首回合客场1：2落败的皇

马需要一场胜利方能晋级。C·
罗纳尔多上半时的点球帮助皇
马占得先机。但此后大好局面
在握的“白衣军团”却屡屡浪费
扩大比分的良机，并在下半场
被尤文图斯抓住不多的进攻机
会扳平。旧将莫拉塔两回合的
两个进球让皇马继2003-2004

赛季欧冠被莫里恩特斯效力的
摩纳哥淘汰后，再一次尝到了
被自己抛弃的球员反戈一击的
滋 味 。尤 文 图 斯 则 自 2 0 0 2 -
2003赛季后首次回到欧冠决赛
场。

第23分钟，罗德里格斯带
球突入禁区被基耶利尼撞倒，

裁判判罚点球，上周末在联赛
争霸关键时刻曾罚丢点球的C·
罗纳尔多再次操刀，打中路轻
松命中，这也是他本赛季在欧
冠赛场上的第10粒进球。第57
分钟，尤文图斯开出任意球，卡
西利亚斯将球击至外围，埃弗
拉重新吊入禁区，博格巴头球

摆渡中路，出自皇马青训营卡
斯蒂亚的西班牙前锋莫拉塔在
点球点附近胸部停球后起脚垫
射入网，将比分扳为1：1。尤文
图斯将平局保持到了终场，并
成功拿到了一张决赛的入场
券，这也是“斑马军团”历史上
第8次进入欧冠决赛。

2014/2015赛季的欧洲冠
军联赛终于在14日等来了即将
通往柏林的球队——— 巴塞罗那
与尤文图斯。作为两家历史悠
久的顶级豪门，巴萨和尤文是
球迷最熟悉不过的球队，但作
为决赛中的两个主角，两支球
队彼此之间又是那么陌生。

翻开欧冠联赛的历史，两
支球队上一次在这一欧洲顶级
舞台上碰面还是在2002/2003
赛季的1/4决赛，尤文图斯凭借
次回合加时赛的进球以两回合
总比分3：2淘汰巴萨。如今两支
球队即将再度交手，阵中经历
过那场比赛的球员也只剩下哈
维和布冯，恩里克甚至已经成
为巴萨的主教练，因此12年前
的那两回合较量在技战术层面
已不具备太多的参考意义。

巴塞罗那历史上曾四夺欧
洲冠军杯，并在过去的九个赛

季中三次问鼎，显然是近些年
欧洲足坛最为成功的球队之
一。在巴塞罗那一次又一次涤
荡整个欧罗巴的过程中，几乎

“通杀”了欧洲五大联赛中所有
豪门球队，可唯独尤文图斯是
个“例外”。由于“斑马军团”在

“电话门”事件之后所经历的震
荡以及签运“不巧”，因此无论
是里杰卡尔德打造的“梦二”，
还是瓜迪奥拉麾下那支两次站
在欧洲之巅的“梦三”，都未能
在欧冠当中与尤文过招。如今
机会终于来了，如果巴萨能在
比赛中战胜对手，那么球队不
仅将会在时隔四年后再度捧
杯，还将完成自己“通杀”版图
中的最后一块“拼图”。谁能夺
得最终的桂冠？答案即将在6月
6日(北京时间6月7日2：45)的
柏林揭晓。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记者 尹成君)

本周日(5月17日)是第二十五
个全国助残日，“我要更强”乒
乓球残奥冠军挑战赛总决赛将
于下午三点在位于济南市文
化东路的山东师范大学体育
馆进行。总决赛上，由中国残
疾人乒乓球队精英选手组成
的残奥冠军队，将接受山东
鲁能队和山师大队的挑战，
针尖对麦芒，一场激烈的比拼
即将在山师大上演。

由齐鲁晚报和中国残疾人
乒乓球队联手推出的乒乓球残
奥冠军挑战赛于去年12月中旬
揭幕，历经半年的较量终于迎
来了总决赛。在半年的时间里，

残奥冠军队每周六下午都进行
一轮比赛，迎接全省乒乓球爱
好者的挑战，相互切磋技艺、交
流经验，不仅敞开训练基地欢
迎各路高手，而且还积极地走
出去，在日照、莱芜、潍坊、滨州
以及济南长清、章丘等地与当
地乒乓球爱好者以球会友，带
去了精湛的技战术水平与运动
员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全
省积攒了越来越高的人气，受
到了众多球友的称赞与好评。
在挑战赛中，吕晓磊、雷丽娜、
茅经典、王聪、林焕、张超越这
些残奥会与聋奥会冠军走到全
省各地的乒乓球爱好者面前，
与他们一对一较量，不仅展示

了运动员奋发向上、顽强拼搏
的风采，同时也是社会各界关
心与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的
体现，大伙儿的关爱正在帮助
残疾人运动员迈向更广阔的天
空。

本周日下午三点，总决赛
将在山师大体育馆内举行，由
山东鲁能队与山师大队分别对
阵两支包含所有精英选手的残
奥冠军队，共进行六场比赛。据
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总教练袁
锋介绍，总决赛不收取门票，欢
迎社会各界热爱与关注残疾人
体育事业的人士前来观看精彩
的比赛，山师大已经提前做好
了充分的预案等待观众的到

来，同时场馆无障碍设施一应
俱全，志愿者团队也随时待命，
将方便所有残疾人观众前来看
球。袁锋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身
患残疾的孩子在家长陪伴下走
出家门，来到现场，他说：“希望
这次总决赛能让孩子亲身享受
到体育健身的乐趣，这是他们
应该拥有的快乐，将来我们不
仅需要世界冠军，也需要全民
健身的精英。在我们训练基地，
有志愿者的帮扶，有教练免费
教球，也有免费的康复治疗，希
望能有更多的孩子热爱上这项
运动。”5月17日下午三点，在山
师大体育馆，我们与乒乓球残
奥冠军有个约会。

乒乓球残奥冠军挑战赛历时半年

本本周周日日，，总总决决赛赛将将在在山山师师上上演演

欧冠决赛迎来“陌生的对手”

本报讯 (记者 许恺玲
实习生 万汶柳 ) 14日，“金
立智能手机杯”2015全国围棋
甲级联赛“泉林纸业专场”的比
赛在山城重庆战罢，齐鲁晚报
旗下的山东景芝酒业队对阵围
甲“九冠王”重庆银行队，其中
两位同门师兄弟的战斗最受瞩
目，结果周睿羊击败了谢赫，但
遗憾的是景芝队负于了主场作
战的重庆队。

此战为围甲第三轮的一场
补赛，“九冠王”重庆队联赛开
局不利，暂时位列联赛倒数，再
加上两队共有五位世界冠军出
战的豪华阵容，此役也牵动着
鲁渝两地棋迷的心。

比赛的另一大看点，就是
周睿羊与谢赫的同门之战。重
庆队的谢赫祖籍青岛，是山东
景芝队主教练曹大元九段的得
意门生，曾经在齐鲁晚报棋院
效力多年，他在今年的首次围
甲亮相中就碰上了老东家。师
兄弟相见却不会手下留情，小
羊和赫哥的棋局一开始便咬得

很紧，厮杀猛烈，局面一时难以
处理。经过一段艰苦的拼杀，谢
赫在关键手上处理不得当，让
小羊的招法奏效，两人一下子
拉开了距离。之后小羊扩大优
势，不给对方可乘之机，终于赢
下了这场精彩对局。

主将之战，景芝酒业队的江
维杰从开局到中盘一直占据优
势，却由于左下角定型不对，最
终仅以四分之一子的微弱劣势，
非常可惜地输给了重庆队主将
杨鼎新。而在另两盘棋的较量
中，上轮围甲中表现不俗的丁世
雄，本轮面对世界冠军古力表现
得不尽如人意，中盘告负，古力
也借此止住了最近的连败之势。
而鲁军另一位大将范廷钰状态
依旧低迷，不敌对方小将李轩
豪。最终，山东景芝酒业队1:3败
北，积分榜排至倒数，压力陡增。

此场比赛结束后仅仅一
天，景芝队就将马不停蹄地杀
回主场，于16日摆擂德州贵都
大酒店，迎战新赛季的“升班
马”武汉队。

同门兄弟相煎 小羊力擒赫哥
围甲山东景芝不敌九冠王

无缘决赛，C罗很失落。

本报讯 北京时间5月14日，西班
牙高级法院裁定，西甲停摆违反相关
法律，正式被驳回，这也意味着如无意
外情况，本周末西甲联赛将照常进行。

此前，由于对电视转播收益的
分配制度不满，西班牙足协和球员
工会选择了罢工，确认将从5月16日
起无限期推迟所有国内比赛。

不过西班牙职业联盟一直反对足
协和球员工会领导的罢赛运动，并将
议案上诉至西班牙高级法院，法院当
地时间周四裁定罢赛不合法，支持职
业联盟的恢复比赛要求，目前球员工
会尚未就此结果选择上诉，如无意外，
西甲本周末将继续进行。 (新体)

西甲罢赛

被法院否决

国羽零封德国队

率先进苏杯四强

据新华社广东东莞5月14日体
育专电 在14日晚进行的苏迪曼杯
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横扫德
国队，成为第一支晋级四强的球队。

张楠因为感冒缺阵中国队的前
两场比赛，此战病愈复出与赵云蕾
搭档混双为国羽首开纪录。面对福
克斯/迈克斯，“冠军情侣”打得非常
轻松，仅仅耗时35分钟，就以21：9和
21：11直落两局取胜。男单又逢林丹
“值日”，网对面的还是第一战赢过
的马克·茨维布勒。林丹没有用尽全
力，甚至到第二局才有第一次扣杀，
最终以21：12和21：15取胜。

男双比赛，面对福克斯/卡斯巴
尔组合，傅海峰/张楠以21：15和21：
17直落两局取胜，中国队一局未失
战胜德国队挺进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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