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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足热身小胜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林德韧）中国篮协11日发布
消息，透露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已成功当选亚洲篮球联合会主席
和亚篮联中央局委员。

这一选举结果是在印度班加罗尔举行的亚篮联代表大会上
产生的，除姚明当选主席外，中国篮协副秘书长、国管与外事部
部长徐岚也当选了亚篮联中央局委员。

来自卡塔尔的阿勒萨尼当选为亚洲篮球联合会总裁，任期
为2019~2023年。

姚明自2017年起开始担任中国篮协主席一职。

姚明当选亚篮联主席

新华社华盛顿6月10日电 逆境
中的卫冕冠军金州勇士队 10日在客
场以 106∶105险胜多伦多猛龙队，将
总决赛系列赛总比分扳为2∶3。

“水花兄弟”库里和汤普森合力贡
献57分，并在比赛最后时刻联手导演
了一出逆转好戏。

背水一战的勇士队在全场的大部
分时间内处于领先，不过，猛龙队主将
伦纳德在第四节末段开启得分模式，
个人连拿 10分帮助主队确立了 6分
103∶97的领先优势，此时距离比赛结
束仅剩 3分钟。关键时刻，库里和汤
普森展现出“大心脏”，两人合力命中
3记 3分球，将比分反超3分。

在经过几个回合争夺后，105∶106
落后的猛龙队掌握最后一攻机会，但
后卫洛瑞的外线投篮未能命中，最终
勇士以1分险胜。

本场得到 10 分、10 个篮板和 8
次助攻的德雷蒙德·格林赛后说：

“当落后 6 分，距离被淘汰只剩几分
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放弃，就像我
以前曾说过的，我从未看到这支球
队放弃过。”

不过，本场勇士队得到的并不都
是好消息，此前一直受伤病困扰的球
队主力得分手杜兰特本场回归战阵，
但打了12分钟就再度受伤，让勇士队
本就已经伤兵满营的阵容雪上加霜。

猛龙方面，伦纳德攻下全队最高
的 26分，除他之外，猛龙队还有另外
五名队员得分上双。

下一场勇士队将回到主场继续为
三连冠而努力。此前，NBA总决赛历
史上仅出现过 1次 1∶3落后的球队成
功翻盘最终夺冠的案例，这一案例出
现在 2016年，当时 1∶3落后的克利夫
兰骑士队最终连赢 3场以 4∶3击败了
金州勇士队。

左图：双方队员争抢篮板球
新华社发

NBANBA总决赛总决赛：：勇士客场惊险续命勇士客场惊险续命

昨天上午，豫西山区的洛宁一高足球场
热火朝天，洛宁县“战区杯”青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在这里激情开战。那些在场地上奔跑、
拼抢、欢笑的孩子们使人感觉到生机无限，
更让前来采访的省会媒体记者感到意外和
欣喜。

2016年，借校园足球在全省城乡全面
铺开之际，洛宁县积极与上级教育体育主
管部门和社会各界沟通联系，多方筹措资
金 3900万元，建成人工草坪足球场 55块，
其中 11 人制球场 7 块、7 人制球场 7 块、5
人制球场 41 块，实现了足球场乡镇全覆
盖，为洛宁校园足球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

在多山的洛宁县建设足球场遇到的困
难之大，远甚于平原地区。故县镇中心足球
场是在一个山窝里，三面环山一面坡，洛宁
人硬是在里面挖出一块 30亩的平地来，建
成了 11人制的标准足球场，还有全民健身
步道等设施。小界乡更为艰难，硬是挖掉一
座山、填平一条沟，造出了 32亩平地，除了
标准足球场外，还建设了少儿活动中心、老
年健身长廊等，使之成为乡里的锻炼、娱乐、

休闲中心。
漂亮的足球场地建好了，让该县足球插

上腾飞的翅膀，河南功勋教练王随生和他的
山娃团队，前建业队员刘翔、宋琦等球星等
也多次来该县悉心指导，让孩子们也零距离

接受专业的足球指导。在各方努力下，洛宁
县青少年足球事业蒸蒸日上，捷报频传：洛
宁县“未来之星足球队”参加 2018年“五星
荣耀上海安吉物流杯”全国青少年足球精英
赛，洛宁一高获得 2017年“省长杯”女子高

中组第 4 名，洛宁一高、王东小学、余庄小
学、实验一中等学校在近几年的“市长杯”联
赛中分别荣获洛阳市高中、初中、小学组一、
二等奖，一高 5名学生入选 2018年河南省
校园足球夏令营最佳阵容、12名学生被定
为国家二级运动员。

2018年 11月，洛宁县足球场建设成绩
在全国足协年会上进行了专题推介，这片大
山里的校园足球已成为留守儿童的最爱，他
们在足球场上奔跑踢球，不仅强健了体魄，
学习了技能，还加强了他们相互之间的沟
通、了解，培养了不怕困难的精神、团结协作
的意识，增强了幸福感。

如今，洛宁县“战区杯”青少年校园足球
联赛是在国家提倡的“县长杯”“乡长杯”“校
长杯”三级联赛的基础上，结合洛宁实际创
新开展的赛事机制。本次联赛全县共有 84
支代表队、858名运动员参加。分五个战区
分别在小界乡、故县镇、赵村镇、长水镇、洛
宁一高设五个赛区。这次校园足球比赛，更
是对洛宁校园足球成果的一次大检阅，彰显
了洛宁校园足球的魅力。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
者从河南省围棋协会获悉，6月 15
日，“白云山杯”第四届中国围棋棋
圣战挑战者决定赛·“冠军围棋俱
乐部站”，将在郑州举行。两位从
本届赛事四强赛中脱颖而出的世
界冠军棋手柯洁和范蕴若，将在绿
城展开激烈对决，争夺唯一一张向
该项赛事现任“棋圣”连笑挑战的
终极对决“门票”。值得一提的是，

“棋圣”聂卫平以及中国围棋队领
队华学明届时也将亲临现场，为广
大小棋手和棋迷朋友进行现场大
盘讲解。

第四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
棋棋圣战，由中国围棋协会、河南
省体育局、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冠军围棋俱乐部站”由河南省围
棋协会、河南冠军围棋俱乐部、贵
州华源商贸有限公司承办。该项
赛事的参赛选手均为国内职业棋
手，采用全新梯级上升赛制是赛事
的一大亮点，参赛棋手根据等级分

由低到高，分级参加预选赛、入围
赛、资格赛、本赛、挑战赛 5个阶段
的角逐。挑战赛之前的阶段采用
单败淘汰制，挑战赛为三局两胜。

本届围棋棋圣战从去年 12月
开始至今年 4 月底，经过近 5个月
的角逐，共有柯洁（世界冠军、九
段）、辜梓豪（世界冠军、九段）、柁
嘉熹（世界冠军、九段）、范蕴若（世
界冠军、九段）、芈昱廷（世界冠军、
九段）、范廷钰（世界冠军、九段）、
许嘉阳（八段）、戎毅（六段）8位职
业围棋高手从全国 211 名职业棋
手中“突出重围”，入围本届围棋棋
圣战的八强赛。经过 4 月 26 日、
27 日 在 武 汉 举 行 八 强 赛 、四 强
赛。柯洁和范蕴若两位世界冠军
成功杀入本周六在郑州举行的挑
战者决定赛。河南省围棋协会理
事长马望告诉记者：“作为围棋大
省，河南参与围棋项目的群体多，
取得的成就多。河南围棋有着辉
煌的历史，拥有刘小光、王冠军、汪

见虹、丰芸、周鹤洋、时越等一批著
名棋手。本次在郑州举行的围棋
棋圣战将进一步开阔我省围棋选
手的眼界，进一步促进围棋运动在
我省的普及和发展。”

根据本届赛事相关竞赛规程规
定，从挑战者决定赛中胜出的棋手，
将于今年秋天在洛阳白云山景区向
该项赛事现任“棋圣”连笑发起挑
战，在终极对决中争夺“棋圣宝
座”。冠军得主（棋圣）将获得80万
元人民币的冠军奖金，亚军得主也
将获得2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表
示，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圣
战，是向中国所有职业棋手开放的
国内顶级大赛，并采用全新的梯级
上升赛事，既尊重顶级明星棋手的
地位，又为普通棋手提供了上升空
间。梯级上升赛制以等级分为基
础，各区间人数呈梯级排列，从下
至上进行，提高了比赛的刺激程度
和观赏性。

柯洁范蕴若周末绿城对弈
竞逐棋圣战终极对决“门票”

大山深处足球梦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晚，本赛季 NBL常规赛将展开第 10
轮的争夺，河南赊店老酒男篮将回到主场南阳市体育中心体育
馆，迎战本轮到访的武汉当代男篮。面对实力并不算强的对手，
河南男篮的目标只有一个——拿下对手全力争胜！

今晚比赛前，河南男篮刚刚结束了远征西南的两个客场之
旅，球队取得一胜一负的战绩也算是中规中矩。目前，河南男篮
以6胜 3负的战绩暂列联赛积分榜第五位，武汉男篮目前则以4
胜 5负的战绩暂列联赛积分榜第八位，从两队成绩看武汉男篮
稍逊一筹。已经结束的 9轮常规赛，河南男篮在主场只输过一
场比赛，主场战绩优异，再加上今晚对阵的又是实力不算太强的
对手，因此，河南男篮战胜武汉男篮应该不是问题。

河南男篮今晚主场争胜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中国足协刚刚在香河召开了职业
联赛工作会议，尽管详情尚未对外透露，但据传足协将下发
一系列联赛新规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中超恢复四外援出场，
微调U23政策（仅要求一名U23在场）等。

最近几个赛季，中超外援政策进行多次修改，按照本
赛季的外援政策，出场名单当中最多只能有三名外援，球
队第四外援无法出场。该政策和亚冠的外援政策脱节，导
致中超球队在亚冠联赛竞争力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多数
球队虽然有四名外援，但总有一名外援长期无法上场，造
成资源浪费。

目前，四外援政策如何调整还未正式公布，不出意外的
话是改变外援出场政策，在三名外援首发的情况下，接下来
人员调整时可以用外援换外援，这样一来四名外援都可以
出场，既保证四名外援充分利用，又能给主帅充分调整战术
空间，增强比赛悬念和观赏性。

除了外援新政之外，颇有争议的U23政策也望改革。
据悉，本次会议由新上任的足协换届筹备组组长陈戌

源主持，这一系列改革如能落实，可以说中超又向着“第六
联赛”的位置迈出了一步。

中超有望
回归四外援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建业足球俱乐部获
悉，在结束完与武汉卓尔的中超补赛之后，建业外援巴索戈
也启程回喀麦隆备战即将开赛的非洲杯。这也就意味着，非
洲杯期间建业将只能双外援出战中超。

客场逼平武汉后，建业排在中超积分榜的第 10位，暂
时摆脱保级的危险。尽管与降级圈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建
业却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是球队近来状态不佳，尤其是在
中场核心伊沃因伤缺阵后，球队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
者，这也意味着建业也只能耐心地等待他的复出。而“大
腿”巴索戈即将回国参加非洲杯，对于球队锋线的打击绝对
是致命的。

不过好在建业队另外一名外援奥汉德扎并没有入选喀
麦隆国家队，可以继续征战中超，加上伊沃伤愈即将复出，建
业的进攻能力还继续保持。据了解，巴索戈何时能够回归，
这要看喀麦隆非洲杯能够走多远，作为非洲传统强队，喀麦
隆小组出线应该问题不大，因此巴索戈至少要打完小组赛，
至于淘汰赛能够走多远，将决定巴索戈的回郑日期。

巴索戈回国
备战非洲杯

6月11日，中国队球员朱婷（右）和队友姚迪在
比赛后。当日，在2019年世界女排联赛江门站比赛
中，中国队以3∶0战胜波兰队。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田径运动管
理中心获悉，在日前于洛阳结束的 2019 年全国田径大
奖赛第四站比赛中，河南田径健儿发挥出色，共摘得 2枚
金牌、1枚银牌和 1枚铜牌。

全国田径大奖赛是我国田径项目规格最高的全国性
年度赛事之一，由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中国
田径协会主办。今年 4月 7日，2019年度全国田径大奖
赛在广东省肇庆市启动，洛阳站是本年度大奖赛第四
站。比赛共有来自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解放军、行业体
协及体育院校等36支代表队的2024人参赛，设有男子项
目 23项、女子项目 24项以及男、女 4×400米混合接力。
河南省田径队共派出了 40余名男、女运动员在家门口作
战。

经过 3天激烈角逐，最终，我省女选手张曼以 11秒
57 的成绩夺得女子 100 米的金牌，这也是她在 2018 年
度田径大奖赛分站赛该项目夺冠后，又一次获得该项目
的冠军。另外，她还与队友刘子怡、冉文艺、周菁一道，
以 1分 36秒 85的成绩摘得女子 4×200米接力的金牌；
不久前从田径亚锦赛归来还处于调整期的陈佳敏，则以
13 秒 64 的成绩获得了女子 100 米栏的铜牌；我省男选
手李广威以 3 分 50 秒 29 的成绩获得了男子 1500 米的
银牌。

田径大奖赛洛阳站
河南健儿本土出彩

新华社巴黎6月10日电（记者 岳东兴 岳冉冉）一天前从雷
恩转场到巴黎备战世界杯第二场小组赛的中国女足 10日进行
了赛前训练，随后接受采访的队员们普遍表示，大家已走出首场
失利的阴影，将全力打好后面的比赛。

10日下午，走进训练场的女足队员们，先是和法国当地的
小球员们进行了游戏互动，场上不时传来欢声笑语；随后，球队
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其中一段时间里，在主教练贾秀全带领下，
包括前场多面手王霜、后卫王莹和李佳悦，以及中场谭茹殷等一
些在首场比赛没有首发的球员们，进行了门前30米区域的分组
攻防演练。

“我觉得大家状态还是挺好的。虽然第一场0∶1输了，但我
觉得打好后面的比赛才是关键的。”踢了首场比赛的古雅沙在训
练后对新华社记者说。

在 8日进行的 B组首轮较量中，中国队以 0∶1不敌两届世
界杯冠军德国队。接下来，中国队将在13日迎战第二个对手南
非队，后者在首场以1∶3不敌西班牙队。

古雅沙介绍，首场比赛后，也对失利进行了总结。“我觉得还
是能够在比赛中总结很多问题，有的时候可能在二点球外围防
守做得不够明确，进攻中传接其实能够流畅一些。我觉得不管
怎么样，小组赛三场球，打好后面两场球很关键。”

这名参加过上届世界杯和里约奥运会的主力中场球员还表
示，足球比赛中团队很重要，“其实大家是一个整体，好大家一起
好，不好大家一起承受，就是做好我们自己。”

上场首发打右后卫的韩鹏也表示不会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世界杯队伍，没有一个轻易能赢的，贾指导也跟我们说不要觉
得很轻松，要全力以赴，像打德国队一样去拼去抢每一个球。”

中国女足全力备战第二战

昨晚，在广州
天河体育场举行
的中国之队国际
足球热身赛中，中
国队 1∶0 击败塔
吉克斯坦队。图
为杨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