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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场馆已经准备就绪
俄罗斯世界杯组委会主席德沃尔科

维奇当天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所有的世界杯赛场均通过测试赛
验证了自身的赛事组织能力，已经准备
好迎接世界杯正式比赛。

德沃尔科维奇说，每一次测试赛结
束后，组委会都会认真听取国际足联、球
员和球迷等方面的意见并作出优化。目
前所有的赛场正在根据国际足联的额外
要求进一步扩大入口等待区的面积和优
化赛场内部管理机制等工作。

4月 27日，施工进度严重落后于计
划的萨马拉竞技场终于获得官方颁发的
运行许可，标志着俄罗斯 12座世界杯体
育场已经全部建成并拥有举行大型国际
赛事的能力。这座可容纳 4.4 万多名观

众的钢架结构体育场外观呈半圆弧状，
被当地人称作“飞碟”。虽然其施工过程
饱受各界高度关注，但其复杂并具有创
意的结构设计还是为其赢得了“俄最漂
亮场馆之一”的赞誉。

目前，萨马拉竞技场已经完成了两
场测试赛，最后一场测试赛预计将在 16
日进行。与其他赛场的循序渐进不同，
萨马拉竞技场在 6日进行第二次测试赛
时就将观众容量由第一次的 1.5 万名扩
大至4万余名，满负荷运行。

俄世界杯组委会总经理索罗金表
示，萨马拉竞技场第二次测试赛“组织得
很好”，赛后所有观众能够在 12分钟左
右离开主场馆并在半小时左右完全离开
体育场区域；但组织方仍需进一步优化
观众引导、交通和赛事组织等问题，“未
来体育场将要接待大量国际球迷，不只
是观看测试赛的本地居民”。

安保不懈怠 反恐经验多
反恐安保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

的重点关注领域，普京曾多次强调并作
出部署。索罗金日前向普京汇报世界杯
安保工作时表示，俄国民近卫军下属公
司将为本届世界杯总共提供约 21500名

安保人员；另有 10余家安保公司为整个
赛事选派了约1.7万名监控及调度人员。

俄罗斯对日常安保工作也非常重
视。以莫斯科为例，在政府机关、旅游景
点和公共交通站点等场所随时可看到全
副武装的警察、国民近卫军士兵以及搜
爆犬。同时，出入这些场所人员均会被
要求接受安检；随处可以听到并看到提
醒市民注意可疑包裹的信息。

俄副外长瑟罗莫洛托夫 11 日在罗
马欧安组织反恐会议期间接受塔斯社采
访时表示，俄罗斯具有丰富的重大国际
赛事反恐和安保经验，2014年俄罗斯高
加索地区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俄安全部
门依然保障了索契冬奥会的顺利举行。

不过，瑟罗莫洛托夫指出，目前越来
越多的恐怖分子会选择从中亚地区进入
俄罗斯，对此俄方也正与中亚各国进行
反恐交流，商讨有关情报交换的合作。

据俄联邦安全局统计，2016和 2017
两年间，俄安全部门在莫斯科、圣彼得堡
等地共挫败了 41起恐袭图谋。日前，俄
安全人员在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新
乌连戈伊市抓获20名恐怖分子。这些人
原计划在 9日对在莫斯科参加卫国战争
胜利日纪念活动的人群发动恐怖袭击。

打击违规商业行为
为了规范世界杯期间的商业行为，

俄罗斯政府要求所有宾馆进行强制评

级、制定私人房屋租赁价格指导意见，并

于2016年 2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颁布了

世界杯期间主办城市宾馆限价标准，其

中规定价格较高的例如莫斯科三星级宾

馆标间单日价格不得高于 1.2 万卢布（1

卢布约合 0.016美元），圣彼得堡同类房

型不得高于 1.05万卢布等；价格较低的

例 如 加 里 宁 格 勒 同 类 房 型 不 得 高 于

4300卢布等。

不过，政府的法令似乎并没有阻止

一些宾馆疯狂提价的脚步。俄罗斯联邦

消费者权益及公民平安保护监督局 11

日发布公告称，自政府公布有关宾馆限

价措施等命令以来，该局在全俄境内共

查明649起宾馆违规加价案件、161起宾

馆无证经营案件，共处罚金已达 820 万

卢布。

公告还说，自 2月 19日起到世界杯

结束之间，监督局已经开通了消费者热

线，来电者可以向专家咨询宾馆和世界杯

授权商品价格标准等其他涉及消费者权

益的信息。 新华社莫斯科5月14日电

世界杯还有一个月

“俄罗斯准备好了！”

“中超德比”结束之后，今晚，另
外一支中超豪门上海上港将在主场
亮相，由于首回合上港以 1∶3负于
鹿岛鹿角，第二回合必须净胜对手
两球或两球以上才能够在两回合制
的比赛中反败为胜。连续的疲劳作
战以及伤病的影响将上港逼上绝
境，如今面临这样的窘境，上港起死
回生只能靠自己，他们能做到吗？

三线作战频繁的赛程让上港进
入了低谷，靠一套阵容打天下造成
了主力球员的疲惫不堪，自亚冠小
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客场输给墨尔本
胜利之后，近 8场比赛仅仅在足协
杯中战胜了中乙球队陕西长安。其
余比赛非平即负。本赛季开始至今
8 天 3 场比赛的节奏始终没有间
断，连续的多线作战，不仅导致球
员在比赛中因身心疲惫导致注意力

不集中，而且主力的伤病问题近期
也凸显出来。球队大腿两大外援奥
斯卡、胡尔克相继受伤，也让上港想
要反弹变得更加困难。好在与鹿岛
鹿角的首回合比赛中，奥斯卡及时
复出，回到主场希望奥斯卡能尽快
找回状态，帮助球队逆转比分。

对于上港的球员来说，虽然现
在非常疲劳，但是下周末的联赛打
完之后，中超就将迎来两个月的间
歇期；在间歇期前的最后关头，希望
他们可以咬咬牙，拿出搏命的魄力，
在亚冠实现翻盘。对阵鹿岛鹿角的
第二回合比赛，胡尔克能否复出仍
然是一个疑问，用主帅佩雷拉的话
说，如果胡尔克不能踢，上港要是能
利用好埃尔克森和武磊的特点，同
样有能力把比赛打回来；特别是埃
尔克森，无论在恒大还是上港，他打

日本球队总是有办法进球。
而作为日本 J联赛唯一一支进

入到本赛季亚冠 16强的队伍，从两
队的第一场比赛开始前鹿岛鹿角主
帅大岩刚就表示球队要为“J 联赛
荣誉而战”。按照原有计划，鹿岛鹿
角在上周末对阵大阪樱花，但因为
亚冠 1/8 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所
以 J联赛官方决定将比赛延迟到 7
月 25日再进行，这样，鹿岛就有了
接近一周的休息时间。而中超这
边，足协没有延期上港中超比赛的
想法，所以在上周六，上港在客场与
贵州恒丰展开了一场较量。

今晚的上海滩必将成为全国
球迷关注的焦点，期待上港能顶住
压力，置之死地而后生完成翻盘，
撑起中超的亚洲荣耀。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新华社广州5月 15日电 为
备战参加 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
的比赛，中国足协 15日在官网公
布了 24人集训名单，老将郑智回
归，上海上港共有6人入选。

在这份大名单中，因伤告别国
家队已久的广州恒大老将郑智榜
上有名，随他一同入选的恒大球员
还有曾诚、张琳芃和邓涵文。上海
上港成为国脚大户，共有包括武
磊、颜骏凌在内的 6人入选。在江
苏苏宁表现出色的 U23小将黄紫
昌同样得到了里皮的征召。

根 据 安 排 ，中 国 男 足 定 于
2018 年 5月 22日至 6月 2日在江
苏南京、泰国曼谷组织集训并参加
热身赛事。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韩籍硬汉
张外龙接手建业之后，一波两连胜
让河南建业足球队发生了质的变
化，如果本周末中超联赛中，建业队
能在广州全身而退甚至创造奇迹拿
下对手，那才是创造“换帅如换刀”
的奇迹。

对于即将到来的联赛间歇期，
张外龙日前对记者表示“会有所动
作”，至于在哪个位置需要补强，要
根据张外龙的需求和安排，按照目
前的推断，寻找一名更合适的“带
刀”后卫恐怕是最有可能。“已与俱
乐部商讨外援更换，但对于戈麦斯
即将回归的传闻，并不了解。”张外
龙说道。此外，张外龙还表示，球员
们将在间歇期储备体能，然后出国
拉练。

最近两场比赛，建业的状态明
显要好过之前。虽然比赛赢得磕
磕绊绊，但至少球队已经走在正确
的路上。从积分榜上来看，建业目

前已经拿到 10 分，和降级区的对
手拉开了一定差距。而这两场胜
利很可能是建业在未来保级战中
关键的 6分。

建业国内球员在最近三场比赛
中的改变非常大，很少看到球员在
场上散步，大家都积极地奔跑参与
防守，如今的建业打得才像是一个
整体，即便巴索戈因伤缺席，球队依
然打得很主动，这就是张外龙给球
队带来的最大变化。

打完富力之后，全队将有两个
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除了补强内外
援之外，主帅张外龙也将有时间对
阵容和战术进行演练。而因伤缺阵
的头号前锋巴索戈应该能在间歇期
后复出，这对球队来说更是个好消
息。匆匆临时上任之后，建业队已
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在间歇期
能够补强，加上他的战术体系进一
步得到升华，相信一支崭新的中原
军定会出现在球迷面前。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通讯员 薛明瑞）昨日，
记者从登封塔沟武校获悉，由中国武术协会主办
的 2018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揭幕战在
上海进行，由塔沟武校代表的河南队豪取七胜，稳
居第一。

作为国内唯一的官方团体武术散打联赛，本
届超武联赛揭幕战汇集了来自北京、上海、河南、
山东、广东、武警 6支武术散打俱乐部强劲阵容，
按照赛前抽签结果，河南队在揭幕战中对阵上海
队，最终出场的7人全部获胜。

据了解，2018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
将通过揭幕战、六队循环赛、半决赛、全国总决赛
的模式展开，为期 7个月的赛程中要进行 18场比
赛。在赛季结束的同时，将评选出最佳KO、最具
潜力、最佳人气等个人奖项。未来将通过“俱乐部
参赛+培养并行”的方式，真正把武术散打和中国
功夫结合起来，使比赛竞争更加激烈，以此展现武
术散打的魅力。

另外在本次揭幕战中，联赛开幕式以“超武联
赛，谁能问鼎”为主题，以武者演绎+3D 技术为演
出形式，由塔沟武校武术艺术表演团学员表演的
《水武丹青》《武风雅韵》《超武雄风》等节目，展示
了中国武术文化的博大精深，给全国观众呈现了
一台武术视听盛宴。

新华社华盛顿 5月 14日电
在 14 日进行的美职篮（NBA）西
部决赛首场比赛中，常规赛头名
休斯敦火箭队在主场以 106∶119
不敌卫冕冠军金州勇士队，在七
场四胜制的对决中落于下风。

双方在上半场你来我往，战
成 56∶56。下半场勇士队发挥出
整体优势，逐渐领先；火箭队第四
节开始阶段一度将分差缩小，但
勇士打出一波 13∶4的攻击潮；随
后火箭苦苦追赶，但最终回天乏
术饮恨主场。

本场比赛勇士队整体优势明
显，前锋杜兰特发挥神勇，一人砍
下 37 分，是球队获胜的最大功
臣。“水花兄弟”汤普森和库里手
感也都不错，分别射下 28 分和

18分，板凳球员的表现也好于火
箭。火箭方面，哈登拿下 41 分，
保罗拿下 23 分和 11 个篮板，戈
登有 15 分进账，其余人则贡献
不多。

“这是西部决赛，火箭一定会
和我们针锋相对，他们总能投中
一些关键的3分，因此我们必须紧
咬住比赛，提高命中率，同时防守
端也不能有半点松懈。”杜兰特赛
后说。

火箭和勇士的西部决赛是两
队四年来第三次在季后赛碰面，
前两次都是勇士获胜。如果勇士
能在本次系列赛中击败火箭，将
是他们连续第四年闯入 NBA 总
决赛。而火箭上次闯入总决赛则
是在遥远的1995年。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18首届中国城市少
儿足球联赛（郑州赛区）日前在大学科技园足球
场鸣金收兵，省青少年塔沟少林足球训练基地获
得了两个第一和 3个第二的优异成绩，显示出少
林足球组建以来的勃勃生机。其他组别的冠军
也各有归属。

由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中国足球协会指
导，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支持，全国体育运动学
校联合会主办，郑州市足球协会承办的“中国足
球发展基金会杯”2018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
赛（郑州赛区），于 4月中旬在郑州大学科技园足
球场揭幕，来自全市的70支代表队近千名运动员
参加了本届联赛。比赛分小学男女足 7个组别，
时间跨度长达一个多月，采取周末双循环赛制。

据了解，首届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联赛在北
京、郑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大
连、深圳等10城市同时举行。联赛分为预赛和总
决赛两个阶段，以五人制项目为主，设置了男子
U8、U9、U10、U11、U12和女子 U11、U12共 7个
组别，预赛采用双循环赛制，共计18轮比赛；决赛
采用赛会制，将由10个城市选派最佳阵容组队参
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省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获悉，在日前于日本冲绳落幕的2018年
第 17届亚洲青少年空手道锦标赛上，中国队共收
获 3枚银牌和 3枚铜牌，而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河
南选手发挥尤为出色，摘得 2枚银牌和 1枚铜牌，
可谓撑起了国家队的半边天。

本届比赛共吸引了来自亚洲 3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600余名运动员参赛。经过激烈比拼，身
披国家队战袍的河南选手马泽云、崔禾伟分获男
子个人组手-84公斤级、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
级的银牌，另外一位女选手丁佳美获得了女子个
人组手-55公斤级的铜牌。

据了解，参加本届比赛的河南选手都是年轻
运动员，他们中有的是首次参加国际大赛，能取得
2银 1铜的成绩实属不易，充分展示了我省空手道
项目的实力和人才厚度。

本报讯（记者 陈凯）经过 5天角
逐，郑州市市直机关第 30届老干部
运动会昨日在郑州市老干部活动中
心落下帷幕。来自全市 73个市直机
关单位的1916名老年朋友快乐参赛
的同时，也展现乐观向上的风采。

本届运动会由市委老干部局主
办，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市直机关老
年人体育协会承办，共设置了 17个
项目，除了门球、乒乓球、羽毛球、激

光射击、篮球投篮、飞镖、模拟高尔夫
等传统竞技比赛和游艺项目基础上，
还增设了“极速赛车”这一有益于老
年朋友与时俱进、在新时代永葆年轻
态的趣味项目。

据了解，参加本届运动会的老
年朋友中年龄最大的 95岁，大家以

“重在参与、重在健康、重在快乐”为
宗旨，尽情享受比赛带来的乐趣和
健康。

俄罗斯世界杯在14日进入倒
计时一个月，俄罗斯准备好了吗？
俄总统普京的回答是，“俄罗斯已
为举办这届世界杯做好准备”。目
前俄方正对与世界杯赛事安排相
关的各项机制进行微调。

国足公布24人集训名单
郑智回归上港6人入选

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淘宝：曾诚、张琳芃、

郑智、邓涵文
上海上港：颜骏凌、王燊超、石

柯、武磊、于海、陈彬彬
天津权健：刘奕鸣、赵旭日
河北华夏幸福：张呈栋
广州富力：肖智
山东鲁能泰山：王大雷、郑铮
长春亚泰：何 超 、范 晓 冬 、

谭 龙
北京中赫国安：韦世豪、朴成、

池忠国
江苏苏宁：吴曦、黄紫昌

建业间歇期有望补强阵容

市直机关老干部运动会落幕

NBA西部决赛

勇士掀翻火箭拔头筹

勇士队球员德雷蒙德·格林（右一）在比赛中防守火箭队球员巴莫特
（右二） 新华社发

亚洲空手道青锦赛结束

河南选手摘银夺铜

中国城市少儿足球赛
郑州赛区收兵

中国武术散打俱乐部超级联赛

河南队揭幕战全胜

上港要翻盘靠自我救赎

5月15日，中国女排
队员王媛媛（左）在比赛
中拦网。

当日，在 2018 世界
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
首日比赛中，中国队以
3∶0战胜多米尼加队。

新华社发

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胜多米尼加中国胜多米尼加

新华社广州5月15日电 面对两次落后的困境，亚
冠新军天津权健在亚冠联赛 1／8决赛与广州恒大
淘宝的次回合较量中客场与对手 2∶2战平，并以
客场进球优势挺进亚冠八强。

面对两届亚冠冠军广州恒大，首次参加
亚冠便进入淘汰赛的天津权健在一周前的
首回合主场与对手0∶0战平。本场比赛，
两队在首发方面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全部
四名外援，因伤久疏战阵的恒大队长郑
智重回首发，天津权健队孙可因伤未
能进入大名单。

恒大在开局后占据主动，多次获
得破门良机并在第 17分钟打破僵局，
阿兰右路切入禁区后打门，权健门将
张鹭扑球脱手，高拉特补射将球打
进。然而仅过了2分钟，权健便扳平比
分，维特塞尔左路挑传，帕托头球攻破
了曾诚的十指关。在总比分上处于劣势
的恒大丢球后继续有威胁的进攻，但张鹭
发挥神勇多次化解险情。

易边再战仅三分钟，恒大在连续角球中
觅得良机，高拉特接李学鹏开出的角球头球破
门，帮助恒大再次取得领先。然而好景不长，权健
在第52分钟又一次扳平比分，帕托任意球传入禁区，
王永珀得球后横传，王杰门前包抄将球打进，2∶2。不久
后权健外援莫德斯特曾打入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

此后恒大先后换上张文钊和于汉超加强攻势但一系列攻门
均无功而返，在最后一次角球进攻中，曾诚也冲入禁区，但依旧无
力扭转败局，2∶2，恒大只能接受被淘汰的命运。

两度落后两度扳平

亚冠：权健淘汰恒大闯入八强

天津权健队球
员帕托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