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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磊

6月13日21时45分，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第8
轮将继续进行，中国队将做客马六甲，挑战叙利
亚队。

由于此前的比赛“欠债”太多，中国队此役
只有取胜，才有机会保住仅存的理论出线希望。

最后一口气，能挺多久？

目前，中国队积5分，距离第三名的乌兹别
克斯坦队有7分差距。“12强赛”还剩3场比赛，
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都是生死
战，只要中国队无法取得三连胜或者乌兹别克斯
坦队能够再拿3分，中国队就将彻底无缘俄罗斯
世界杯。

从中国队此前7场比赛只拿到5分的表现来
看，即便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后三轮未能拿到3
分，以中国队的实力，要想完成三连胜，也是一
件很困难的事情。不过，回想起中国队从“40强
赛”艰难突围的场景，中国队也不能放弃，“只
要一息尚存，就不能放弃战斗”。

第8轮比赛，是中国队必须要迈过的坎儿。
此前3个客场一场不胜的中国队，将迎来一个
“假客场”。由于叙利亚国内战火纷飞，于是他
们将主场安排在了中立场地马六甲进行。相比于
飞大马士革的长途旅行，前往马六甲比赛，对于
中国队球员来说，就要轻松得多。

遭遇伤病潮，谁能首发？

炎热天气是中国队必须克服的难题。此前在
东南亚做客，中国队多次受制于炎热天气，被一

些东南亚弱旅逼平甚至击败。也正是考虑到了这
一点，中国队将集训地点放在了和马六甲气候相
近的广州集训，从热身赛8：1大胜菲律宾队的结
果来看，中国队球员已经逐渐适应了在炎热天气
下比赛。

不过，出征马六甲之前，中国队却遇到了
“减员”。队长郑智因为在与菲律宾队的赛前训
练中意外摔倒，导致自己的眼角被撞伤。经医院
确诊，郑智的左眼筛骨纸板骨折，他左眼里有一
块非常细微的小碎骨，如果不注意静养，很有可
能导致失明。尽管郑智求战心切，但是被里皮拒
绝了。

除了郑智之外，对阵菲律宾队时打入1球助
攻3球的“中场发动机”尹鸿博，也因为世预赛
累计两张黄牌无法出场，没有随队出征马六甲。
同样在对阵菲律宾队时发挥出色的王永珀也因为
大腿肌肉拉伤，缺席了公开训练，好在他的伤并
不重，应该可以赶上与叙利亚队的生死战。

从赛前训练来看，中国队的主力阵容基本成
型。门将位置，曾诚将继续首发；后卫线，姜至
鹏与邓涵文分居两边，冯潇霆有望和任航搭档中
后卫，如果张琳芃及时伤愈回归，也不排除他与
冯潇霆搭档；中场方面，蒿俊闵主力位置稳固，
黄博文、张稀哲、吴曦将竞争另外两个位置；前
锋线，新人肖智表现不错，有望和张玉宁竞争首
发中锋，王永珀、于汉超、武磊将竞争另外两个
边锋位置。

21年不胜，能否破咒？

对于中国队来说，叙利亚队并不是一个容易
对付的对手。历史上，中国队与叙利亚队在亚洲
杯、世预赛等正式大赛中交手6次，中国队只拿
到2胜1平3负的战绩。其中，自从1996年亚洲杯
3：0击败叙利亚队之后，中国队已经长达21年没
有在正式大赛中击败过叙利亚队了。

12强赛首回合交手，中国队主场因为门将顾
超的出击失误，被叙利亚队球员轻松打空门得
手，最终0：1不敌对手，丢掉了计划中的3分。
这场失利，是中国队如今提前陷入绝境的重要原
因，也是导致前主帅高洪波遭遇质疑、最终下课
的重要原因。

如今再次相遇，两队均发生了变化：中国队
主帅已经变为里皮，肖智、邓涵文等新球员补充
进来；而叙利亚队也将缺少自己的王牌射手赫里
宾。被誉为中国足球“苦主”的赫里宾右膝韧带
伤得到确诊，他将至少要缺阵四周的时间。缺少
了赫里宾，对于中国队的后防线来说，是一个重
大利好。

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国足明晚客场挑战叙利亚队———

如何守住仅存的理论希望？

□ 王浩宇

今年ＮＢＡ总决赛第四场赛前，勇士的格
林放话要在横扫骑士夺冠后，在速贷球馆的客
队更衣室狂撒香槟庆祝，这番言论经由队友传
到了詹姆斯的耳朵里，“皇帝”不高兴了。

上述细节，是詹姆斯在骑士１３７：１１６大破
勇士后在采访时透露的，话里话外透着一股
“想在老子地盘上撒野？没门！”的狠劲。总
决赛第四场的胜负或许无法动摇勇士的夺冠前
景，却关乎詹姆斯和骑士的尊严，尤其是詹皇
的个人颜面。对于横扫，詹姆斯并不陌生，
２００７年他经历过骑士０：４被马刺在总决赛横扫
的苦痛，若被勇士将噩梦重演，对他的职业生
涯绝对是难以洗刷的耻辱。ＮＢＡ著名记者斯

蒂芬·Ａ·史密斯赛前就评论道，如果詹姆斯被
横扫“二进宫”，那有关他和乔丹谁是历史最
佳的话题，就没必要再说了。

在这场关乎尊严和荣誉的大战中，詹姆斯
最终交上了完美的答卷，非但避免了被钉在历
史的耻辱柱上，还斩获了个人总决赛第九个三
双，超越“魔术师”约翰逊独霸总决赛三双榜
历史第一。从第一个回合起，詹姆斯就带领球
队将比赛强度提升到了让勇士措手不及的水
平，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像前三场那样，抱着
炸药包独自去炸碉堡，而是用传球来激活“皇
家骑士团”的帮手们，欧文、乐福、ＪＲ史密
斯……甚至老态龙钟的德隆·威廉姆斯，都端
着火烫的枪管向对手狂轰，在勇士身上留下了
创纪录的２４记三分球的伤口。

詹姆斯和骑士这边有多扬眉吐气，勇士上下

就有多不服气。原本这是一个属于勇士冲击季
后赛１６连胜夺冠神奇纪录的夜晚，可在迈向不
朽的最后一段征程上，梦想却在一顿胖揍后破
灭，更可气的是，还被骑士在自己身上刷出了单
节４９分和半场８６分的ＮＢＡ总决赛历史纪录。

抛开裁判因素不谈，勇士的确走样了，全
队三分命中率只有２８．２％，杜兰特和库里加起
来三分１８中４，这不是他们的正常水准。然而
比投不进更让人担心的是，勇士球员身上不见
了以往的冷静和从容，反倒多了些戾气，本场
比赛有这样一种镜头反复出现：裁判响哨，勇
士某球员暴怒喷裁判，然后杜兰特上来阻拦。

看起来格林并没有吸取上赛季总决赛被禁
赛的教训，他的情绪失控和技术犯规仍像看不
见的“暗雷”，会在比赛某些时段突然给球队
带来伤害。更过分的是帕楚里亚，西决的“垫

脚门”余波未平，格鲁吉亚人又将拳头挥向了
骑士香波特的裆部，身在勇士这样的超级球
队，又是总决赛这样的超级舞台，如此行径只
能用“丢人现眼”来评价。

格林和帕楚里亚是明面的失控，真正需要
勇士警惕的，是库里的失控，“萌神”此役大
部分时间都给人一种“孩子气”的感觉，虽然
他在尽量克制，但藏不住内心的焦躁，一项数
据统计即可说明：本场库里的效率值全队最
低，当他在场时勇士净负２５分。

比起抱怨裁判，勇士更该将怒气转化为动
力，反思一下为什么让对手首节砍下夸张的４９
分，如何更有效地切断詹姆斯和外线投手之间
的互动，还有就是，是时候拿出去年骑士的夺
冠集锦来警醒自己了。

（据新华社北京６月１１日电）

“皇帝”的尊严，勇士的怒火

6月11日，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的2017年中国足协中国之队国际足球赛中，中国
女足国家队4：2战胜芬兰女足国家队。图为中国女足队员肖裕仪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4：2！中国女足战胜芬兰女足

当地时间6月10日，为备战与叙利亚队的比
赛，中国国足球员在马六甲进行赛前训练。

6月11日晚，都市时尚剧《一粒红尘》在东
方卫视开播。该剧由宋洋执导，吴奇隆、颖儿、
叶祖新、任言恺、米露、杨菲洋和徐开骋领衔主
演。图为米露剧照。

《一粒红尘》讲述了与尘世珠宝公司相关的
几位年轻人在事业和情感中不断成长，最终找到
自我的故事。该剧主打“后青春”，聚焦年轻人
离开校园、初入社会时面临的困境以及抉择。

□小 夏 报道

都市时尚剧《一粒红尘》开播

□记者 王 建 报道
本报济南6月11日讯 今天，第三届济南西

营绿道半程马拉松赛鸣枪开赛。
本次比赛由济南日报主办、历城马拉松协会

承办，设男女半程马拉松、5公里迷你马拉松两
个项目，赛道依托西营绿道而设，共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马拉松爱好者参赛。

济南西营绿道半程马拉松赛开跑

据新华社洛杉矶６月１０日电 电视荧屏超级
英雄“蝙蝠侠”的首位扮演者亚当·韦斯特９日晚
与世长辞，享年８８岁。

韦斯特的家人１０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韦斯特
离世前一段时间与白血病进行了勇敢的搏斗，
“他是最棒的，我们将疯狂地怀念他”。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韦斯特在根据漫画书改编的
系列电视剧中扮演“蝙蝠侠”，首次把“蝙蝠
侠”这一漫画形象搬上电视屏幕。虽然这部系列
电视剧只在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播放了三季，但韦斯
特塑造的“蝙蝠侠”形象深受美国观众喜爱，对
此后的超级英雄电影影响很深，他自己也成为家
喻户晓的明星。

然而，由于韦斯特塑造的“蝙蝠侠”如此深
入人心，在电视剧停播后，他发现自己很难找到
其他角色饰演。韦斯特接受了这个现实，他说：
“我要做的也许就是拥抱‘蝙蝠侠’，坚守这一
角色并使之保持活力。”

电视版“蝙蝠侠”首位扮演者
亚当·韦斯特离世

据新华社巴西费利斯港６月１０日电 ２０１７
“鲁能潍坊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于７月２３
日到２９日在潍坊鲁能足校举行，去年卫冕冠军巴
西体育队已经确认参赛，而今年率领球队参赛的
巴西体育队主教练正是鲁能队历史上深受欢迎的
外援巴力斯塔，他希望在这次“回家之旅”中能
够取得好成绩。

巴力斯塔在鲁能巴西中心接受采访时表示：
“潍坊杯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赛事，去年我
们获得了冠军，因此今年的责任更加重大，我们
希望今年也有出色的表现。我们现在这支队伍非
常年轻，但很多球员素质很高，我们也在积极备
战，希望能够取得好成绩。”

巴西体育队是山东鲁能在巴西收购的俱乐
部，去年夺得潍坊杯冠军，时任主教练阿代尔
顿·拉代拉认为，潍坊杯上有很多强队，去年能
够夺冠是因为球队对这一赛事非常重视。

巴力斯塔１９９８年加盟山东鲁能俱乐部，是山
东鲁能第一位外援，深受山东球迷喜爱。

鲁能功勋外援巴力斯塔
将率巴西体育队参加潍坊杯

□ 本报记者 于晓波

全运会金牌不再是专业运动员的专利了。
今年是全运会的改革之年，改革的重点是新增
添了19个大项126个小项的群众比赛项目，此
次改革力度之大、增设项目之多前所未有。

进入6月份，十三运群众组项目将迎来预
赛高潮。省体育局群体处负责人宋振波说，十
三运会群众项目组的多个项目预赛将相继举
行。包括乒乓球、龙舟、气排球、健身气功、
轮滑、攀岩在内的山东各代表队厉兵秣马，为
晋级决赛圈而努力。

“参赛踊跃，比赛紧张而热烈，大家憋着
一股子劲在努力争取最好的成绩。”宋振波这
样描述山东群众选手在“我要上全运”系列比
赛中的状态。他说，在“我要上全运”的海选
中，约有5000多名群众选手参加了各个项目的
比赛，活动激发大众参与热情，带动更多人参
与全民健身。

绽放心中的“花”

“即使你是一个普通百姓，也能参加全运
会。放低比赛的门槛，吸收群众基础非常好的
项目，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全运会。此举提升了
更多人参与体育的热情，让人们感受运动的魅
力，促进项目在群众中的普及和推广。”省体
育局竞技处处长林春评论说。

众所周知，在4月29日先期举行的群众组
第一个决赛项目——— 马拉松赛事中，山东选手
运艳桥、唐辉包揽男女冠军，为我省群众组项
目参赛开了好局。

赛后，唐辉说：“这见证我自己积极健康
的生活状态。”她认为，无论是选手的认同上

还是官方的重视程度上，业余马拉松进全运都
是这项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往大方面说，这个全新的开始能有力地促
进我们国家群众马拉松的发展。往小里说，跑全
运会对我们业余选手来说就像是经历一场高考，
这绝对跟参加社会赛事的感受大不一样。”

36岁的唐辉，目前在淄博市周村区新建路
小学担任体育教师，她从2012年开始接触马拉
松，次年开始参加全国的各种马拉松赛事，5
年间身经百战，拿下上海、东营、无锡等多项
比赛的全马和半马的业余组冠军。2014年唐辉
在无锡创造了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2小
时51分，由此开始在全国女子马拉松业余组中
排名榜首。

唐辉说，普通人的马拉松就是坚持参与、
保持耐心、互相激励。跑起来后，每一步的起
落都仿佛在心中开出一朵花。坚持下去，那
么，你离着终点“雅典”也就不远了。

锻造草根“明星”

省体育局高度重视群众组项目的参赛备战
工作，成立了参赛工作领导小组，并确立了
“全面参与、争创佳绩、展示形象、示范带
动”的参赛原则。

自3月23日召开动员会以来，领导小组周
密部署，备战工作扎实推进。通过开展“我要
上全运”大众系列项目争霸赛，目前全部项目
的选拔组队、集训、报名参赛等工作均按照各
自项目的竞赛规程严格、顺利完成。

宋振波告诉记者，在太极拳、柔力球、棋
牌项目、航海模型、笼式足球预赛中，也达到
了赛前制定的参赛目标，多人多项次拿到了决
赛入场券。

本月，全运会群众比赛各项目预赛全面打
响。省领导小组要求各参赛项目一定秉承省体
育局制定的参赛原则，赛出山东群众体育的实
力和风采。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召开第十三届
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情况通报会，据介绍，今
年的天津全运会将有8022名“民间高手”争夺
全运会群众比赛奖牌。全运会群众比赛的奖牌
除标注“群众比赛”字样外，形状、质地等与
竞技项目奖牌相同。

全运会不再是专业运动员的独家舞台，来
自天南海北普通体育爱好者都有机会走上中国
体育的最高舞台，一展身手，收获属于自己的
骄傲与快乐。

在全运会的舞台上，锻造属于大众自己的
草根体育明星。省体育局副局长乔云萍说，我
们鼓励全省百姓、企事业单位、高校、各类体
育协会、体育俱乐部积极参与，在全社会召
集、选拔民间体育精英。与此同时，激发和带
动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参与到健身中来。

展现最好的自己

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比翼齐飞。
群众体育项目进入全运会，让群众体育项

目享受同等待遇，无疑能推动全民健身的发
展，也更能体现全运会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
能。

“围棋成为全运会项目，尤其对业余选手
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鼓励，因为他们很少有机
会能参加那么高级别的比赛。”以教练身份第
一次参加全运会的尹航也抑制不住兴奋。他
说，天津全运会围棋项目7月初开赛，共有5块
金牌，女子个人项目还是很值得期待，希望能

有所突破。
“全运会的大门向广大百姓敞开。高规格

的比赛倒逼业余选手去调整出自己最好的状
态。”省体育局群体处杨勇说。

“能够代表咱山东参加全运会的太极拳比
赛，我真的感到非常自豪。”我省太极拳选手
张千秋说。对他而言，此次参加全运会是其练
习太极拳生涯的又一次突破。

张千秋对接下来的比赛充满了期待：“既
然参加了全国最高级别的比赛，当然是想拿冠
军。这，将是我练习太极拳2 0年的一次大检
验。”

以山大五人制足球队为班底的“济南大友
队”，赢得“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
五人制社会组总决赛暨“我要上全运·健康中
国人”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笼式足球山东
赛区冠军，从而收获了代表我省参赛今年全运
群众足球项目的资格。球队领队赵宁说：“要
打出最好的状态！”

周末，在青岛市内一个小区的人工湖上，
省航海模型队教练王萌正和该队几名队员进行
着紧张的训练。这支队伍中，涵盖了三代海模
人。全运会，让他们有机会重新集结在一起。

“对于全国体育的巅峰舞台，群众不应该
仅仅是全运会的旁观者，而是全新的参与者。
让草根选手和民间高手出现在全运会的赛场
上，对专业运动员也是一种激励。”省体育局
局长李政说。

他说，下一步，我省要将各项比赛活动与
旅游、健康、生态等元素融合，把比赛活动打
造成专业与非专业相结合的参与性体育产品，
不断扩大体育消费人群，激发市场需求和活
力，推动体育休闲产业的发展，激发百姓参与
健身活动的热情。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史文平 报道
本报讯 6月5日，我省男女队在第十三届全

运会龙舟预选赛上分别以总积分第5名和第2名的
成绩闯入决赛。

省跆拳道队满额晋级全运决赛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郭伟 报道
本报讯 6月7日，山东队在第十三届全运会

跆拳道项目第二次预赛中取得4个全运决赛席
位。至此，省跆拳道获得了满额的全运决赛席
位。

我省场地自行车长短距离项目

满额晋级全运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尚文 报道
近日，我省在2017年全国场地自行车锦标赛

男子团体竞速赛中夺得金牌。至此，我省在长、
短距离两个项目上皆拿满全运决赛的席位。

临沂133人

买中大乐透771万元大奖
□记者 于晓波 报道
本报讯 日前，临沂平邑县22685体彩站的

133位彩民在体彩大乐透第17063期中，通过合买
方式6006元单票擒奖771万元！6月5日，中奖彩民
选派部分代表到省体彩中心领取了771万元大奖。

享受通往巅峰赛场的过程
全运会群体项目龙舟预赛

山东男女队携手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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