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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联赛第四轮昨晚先赛一场

舜天的魔鬼主场沦陷了

这场比赛前已经 14场不败

超升班马武汉卓尔,取得新赛季开
门红；3月 12日,江苏舜天又在亚冠
赛场迎来首个主场,结果江苏舜天
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打出了士
气,只可惜缺少进球运,最终 0比 0
战平日本劲旅仙台维加泰。3月 29
日,中超第三轮比赛,江苏舜天又在
主场迎来上海申鑫的挑战,萨利赫
补时阶段的进球帮助主队 2比 2艰
难战平申鑫。4月 2日晚,江苏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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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啦 A梦

成东京申奥特殊大使

深受喜爱的动漫形象 、多啦 A 梦正式成
为东京 2020 申奥委员会特殊大使 。
东京奥申委认为 ，多啦 A 梦体现了日本
的核心价值观—
—— 尊重与友谊 ， 而这同时也
是奥运的价值观 ，由此选定多啦 A 梦成为东
京 2020 申奥委员会的特殊大使 。 而与此同
时 ，多啦 A 梦在申奥陈述时将以怎样的角色
出现也让人充满期待 。
东京 2020 奥申委首席执行官水野正人
表示 ：“‘多啦 A 梦 ’代表了日本动漫 ，它在全
世界的成功与流行 ，证明了日本有能力激发
与鼓舞更多年轻人 ，也证明日本有能力举办
一届奥运会来更好地弘扬奥运精神并鼓励
年轻人追求自己的梦想 。 ”

江苏舜天 0 比 1 北京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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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拉西奥
国际米兰在意甲第 29轮的一场

补赛中 2比 0击败了桑普多利亚,不
过球队却不得不面临一个极为沉重的
打击,刚刚打入 2球帮助国际米兰抢下
一场胜利的帕拉西奥由于受伤将缺阵
1个月。本赛季意甲还有 8轮比赛,即
使是乐观估计,如果帕拉西奥缺阵 1个
月的话,他能参加的也只是后 3轮的比
赛了,而那时候刚刚恢复的帕拉西奥也
不知道能否出现在赛场上,可以说,帕
拉西奥的这个赛季几乎可以说是提前
报销了。

佩顿

据 NBA官网报道,NBA传奇球
星“手套”加里·佩顿已经确定入选
2013年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
在长达 17年的职业生涯中,佩顿
曾经分别 9次入选 NBA全明星赛、
NBA最佳防守阵容以及 NBA最佳阵
容。为西雅图超音速队效力期间,佩顿
和肖恩·坎普搭档成为了一对令人生畏
的组合,并携手在 1996年打进了
NBA总决赛。同年,佩顿还获得了
NBA最佳防守球员的称号,值得一提
的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过该称
号的控球后卫。
2007年,39岁的佩顿正式退役。
他职业生涯场均能得到 16.3分、6.7次
助攻、3.9个篮板和 1.8次抢断。

面具侠的逆袭
托雷斯梅开二度 切尔西主场取胜

巴萨要求处罚斯塔克

欧联杯 1/4决赛首回合北 切尔西在两回合比赛中的制胜 有趣的是,就是在戴上面罩之
京时间昨晨打响,其中,切尔西 球。不过,在他进球后 2分钟, 后,托雷斯终于找到了进球的
主场以 3比 1力克喀山鲁宾。 他就遭到了客队后卫祖卡拉的 感觉,尤其在欧洲赛场,2场欧
托雷斯此役梅开二度,是球队获 踩踏,导致面部出血。从那以 联杯的 3比 1,托雷斯共打进 3
胜的最大功臣。
后,托雷斯每次出场,都佩戴着 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英
托雷斯上一次为切尔西进 为他特制的面罩。此前,瘦削的 格兰传奇前锋莱因克尔说：“ 对
球,还是 3周前蓝军主场迎战 托雷斯已经将头发剪短,这次 于托雷斯来说,这是一个出色
布加勒斯特星的比赛。当时,托 又戴上面罩,他的形象更加冷 的夜晚。我想他的面具从此会
雷斯第 71分钟的进球,成为了 峻了,有人说他就像佐罗一样。 戴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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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围追堵截叶诗文孙杨

冠军赛成了追星场

新华社电 正在郑州参加全 观众文明观赛。

4 月 5 日 ， 邹市明 （ 左 ） 与埃里扎·瓦伦祖
埃拉 （右 ）在赛前称重活动中 。
当日 ，将于 6 日晚上演职业首秀的奥运
冠军邹市明在澳门威尼斯人剧场顺利完成
赛前称重 ，111 磅的体重比对手墨西哥拳手
埃里扎·瓦伦祖埃拉稍轻 0.6 磅 。 新华社 发

欧联杯

篮网
掘金

贝纳永与托雷斯庆祝

申诉

据世界体育报的消息 ，西甲豪门巴塞罗
那正式向欧足联提出申诉 ，抗议周中在欧冠
1/4 决赛客场 2 比 2 战平巴黎圣日耳曼的比
赛中 ，当值德国主裁斯塔克严重违反裁判执
法条例 。
巴萨新闻发言官托尼·弗雷克萨详细解
释了俱乐部提出抗议的原因 ，引发俱乐部最
不满的是比赛第 79 分钟 ， 巴萨球员马斯切
拉诺和阿尔巴相撞双双倒地 ，巴萨将士立刻
向主裁提示球员受伤倒地 ，不过德国主裁斯
塔克并未理会 ， 示意比赛继续 ， 随后直到门
将巴尔德斯把伊布的射门扑出底线 ，裁判才
允许巴萨队医进场 ，随后巴萨队长哈维立刻
上前向裁判质问为何不吹停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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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西 3 比 1 喀山鲁宾
热刺 2 比 2 巴塞尔
纽卡斯尔 1 比 3 本菲卡

有心无力

时隔 3天后,江苏舜天又迎来 以及下半场才替补登场的王晓龙和
了中超联赛的主场比赛,对手是同 李提香均获得首发机会,而他们出
样刚刚征战了亚冠的北京国安。但 色的表现也成为国安能够从客场带
是德拉甘的球队并没有把握住这个 走三分的关键因素。反观江苏舜天,
绝好的机会,继续扩大主场不败纪 由于后防线核心埃雷尔森红牌停
录。8天内 3场战役让江苏舜天球员 赛,中前场核心陆博飞和箭头耶夫
明显吃不消,上一场主场险平申鑫 蒂奇也被轮换,江苏舜天的实力一
就已经为球队敲响了警钟,从昨天 下子大打折扣,进攻和之前相比判
的比赛可以看出,江苏舜天体能已 若两队,即便是被寄予厚望的新科
经明显不如之前的比赛那样充足, 国脚孙可,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主帅德拉甘此役面对打法相克
在场上的失误不断,甚至难以组织
起有威胁的进攻。
的北京国安,在进攻受阻后并没有做
虽然北京国安同样刚刚经历了 出有效地调整,再加上球队整体低迷
亚冠,但是国安可堪大用的球员明 的状态,江苏舜天最终主场 0比 1输
显要比江苏舜天更
给了北京国安,不仅将对手送上了
多。亚冠中被雪藏的
积分榜榜首的宝座,同时也终结了
自己连续14个主场不败的纪录。
徐云龙和卡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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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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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孙可 53秒内的两个进球,江苏舜 而这场比赛也使得球队的主场不败
天主场 2比 0击败武里南联队,取 纪录扩大为 14场！

魔鬼主场

Memo备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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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球不敌国安 主场
14场不败纪录作古
迎来亚冠第二个主场,凭借陆博飞 得了球队历史上的首场亚冠胜利,

昨晚,2013赛季中超联赛第四轮
先赛一场,刚刚在亚冠取得历史首胜的
江苏舜天主场 0比 1不敌北京国安,新
赛季遭遇首败,这也是球队自2012年
5月 12日主场不敌长春亚泰之后首次
在主场输球,主场连续 14场不败的纪
录就此作古。有意思的是,上一场同国安
的比赛后,恒大主帅里皮在和国安主帅
斯塔诺握手的时候说了句：
“下场你们能
赢舜天”,如今真的说准了。
2012年 5月 12日,江苏舜天主
场 1比 2不敌长春亚泰,而就是从输
给长春亚泰开始,江苏舜天迎来了主
场的不败纪录。在 2012赛季接下来
的主场比赛里,江苏舜天取得了 5胜
5平的 10轮主场不败战绩。
2013赛季初,江苏舜天亚冠中
超双线作战,主场不败依旧是球队
最为有利的武器。3月 8日,江苏舜
天在中超首轮中主场 2比 1战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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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米混合泳和 200米自由泳金
国游泳冠军赛的奥运冠军叶诗文
4日晚,观看游泳比赛的观 牌,但是从观众席冲下来的观众
和孙杨备受观众喜爱。然而观众 众明显增多,赛前有观众为抢座 硬是把她挤到了墙角,很多叶诗
“太热情”,就会集体行为“失控”, 位发生争执,随着叶诗文、孙杨、 文的粉丝过去帮忙挡人,但也拦
不但围追堵截运动员索要签名合 焦刘洋和刘子歌四位奥运冠军先 不住,小叶子只好尽量满足签名
影,甚至冲进女更衣室,让身穿湿 后出场,场内观众的热情逐渐升 合影的需求,一边“撒娇”说软话。
冷泳衣的叶诗文很久无法脱身换 温。孙杨在等待颁奖仪式时,被擅 好不容易回到更衣室,还没有来
衣服,而她本来就在感冒坚持比 自离岗的志愿者们以及个别从观 得及打开热水淋浴来暖和一下,
赛。
众席溜出来的观众团团围住,动 又有一些观众不管不顾地冲进
昨天,赛事组委会宣布,赛场 弹不得。
来,穿着湿冷泳衣的小叶子都快
安保将全面升级,确保运动员的
叶诗文来到郑州后感冒了, 哭了。
正常比赛、休息和安全,同时提醒 依然带病坚持比赛的她接连赢得

男子冰壶世锦赛获得第五名

中国队直通索契

新华社加拿大电 中国队昨天在 伍将有资格参加索契冬奥会。六天的 最后能进入四强,那会是额外的收
加拿大维多利亚男子冰壶世锦赛上 循环赛后,中国队获得了六场胜利, 获。不过目前已经很让人激动了,我
先负于苏格兰队后击败芬兰队,虽然 再加上上届世锦赛已经获得的 7个 们最主要的目标实现了。”
最后无缘本届世锦赛四强,但成功获 积分,成功拿到了下届冬奥会的门
在循环赛结束后,中国队和挪
威、瑞士、捷克以 6胜 5负的战绩并
得了 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的 票。
入场券。
中国队外籍教练洛恩·汉布林在 列第五。苏格兰以 8胜 3负的战绩位
本届世锦赛于上月 30日开始, 赛后对记者表示：“ 最好的消息和我 居榜首,而瑞典、丹麦和加拿大则均
共有 12支队伍参加,本届世锦赛和 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获得奥运会席位, 以 7胜 4负的战绩并列第二,这四支
上届世锦赛总积分排在前七位的队 这也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如果我们 队伍将一同进入本周末举行的决赛。

佩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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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
北京时间昨天,ESPN数据专家

霍林格对湖人进季后赛的形势再次做
出预测,湖人目前进季后赛的概率高
达 59.9%,而湖人身后爵士进季后赛
的概率下降到 38.1%,小牛只有 2.6%。

34万美元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迈阿密热火
球星克里斯·波什在外出开生日派对
的时候,小偷从他家中偷走了价值至
少 34万美元的珠宝。案发地是波什
在 2010年花费 1230万美元购入的
豪宅,室内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波什
的总冠军戒指并没有被偷走。

TV给你好看

今天

直通巴黎
中国女乒选拔赛 CCTV5
15:35 中超第 4 轮
山东鲁能 VS 天津泰达 CCTV5
19:45 中超第 4 轮
上海申鑫 VS 辽宁宏运 CCTV5
22:00 邹市明首场职业拳赛 CCTV5

13:30

明天

西甲第 30 轮
拉科鲁尼亚 VS 萨拉戈萨 CCTV5
09:00 NBA 常规赛
火箭 VS 掘金 CCTV5

02:00

中国队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