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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二运乒乓球比赛进入第二天

■2015年 4月 12日 / 星期日 ■编辑：束亮 版式：曹欢 校对：宋巍

广陵区祁静怡夺市运会首金

本报讯 （ 记者 傅春扬 ） 扬州市 怡和来自宝应县的盛夏一路过关斩 园的时候，小姑娘就跟在她爸爸后面 是冠军的常客，
“ 她的水平在扬州市
第十二届运动会首个比赛项目乒乓 将会师决赛。结果，在决赛中，祁静怡 练乒乓球了。”陈勃说，为了让女儿早 同年龄段基本属于是最顶尖的了，所
球比赛昨天在扬州体育公园体育馆 以 3比 2力克盛夏，摘得了本届市运 日成才，祁静怡的父母还特地将祁静 以这次拿冠军，也是意料之中的。”
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当日也 会的首枚比赛金牌。
怡送到了上海曹燕华乒乓球学
据悉，本届市运会的乒乓球比赛
产生了本届市运会的第一枚比赛金
校训练了一段时间。“从上海 共有近 500名选手参赛。其中，青少
据祁静怡的主管教练、
牌——
—来自广陵区的祁静怡获得了 扬州市乒乓球队的主教练陈
回来之后，又被送到了广 年部有 15支代表队 296人参赛，职
青少年部小学甲组女子单打的冠军， 勃介绍，来自汶河小学的祁
陵区儿童业余体校受训。” 工部有 15支代表队 197人参赛，这
为广陵区代表团取得了开门红。 静怡出生于 2003年。“由于
陈勃告诉记者，在之 也是我市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乒
青少年部小学女子单打是最先 祁静怡的父母很喜欢乒乓
前的扬州市的年度比赛 乓球赛事，全部比赛将于今天下午结
决出金牌的项目。来自广陵区的祁静 球，所以还在祁静怡上幼儿
中，祁静怡也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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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得州内战，
马刺再胜火箭
邓肯封盖哈登“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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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身段能过人？

北京时间昨天 ，马拉多纳现身哥伦比亚慈善赛 ， 和昔
日相比 ，现在的球王有点惨不忍睹 。
久别球场的马拉多纳因为呼吁和平特意参加了昨
天在哥伦比亚的慈善足球赛 ， 马拉多纳的现身赢得了
现场球迷的一阵掌声 。 虽然身型走样 ，但马拉多纳依然
在比赛中打入了制胜一球 。

伟甚至坦言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 够早点结束禁赛，尽快回到羽毛球赛
时刻，希望结果会对他有利：“半年来， 场，我需要提高我的世界排名，最重要
我花了很大勇气来面对现实，但是生 的是，我需要找到感觉和节奏。”
活还是要向前进行。大马羽总、家人以
根据规则，5月 1日起将是
及球迷的支持让我很有信心。我渴望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积分赛，球
好的结果，并且希望尽快返回球场，赶 员积分排名将关系到能否入围
上里约奥运会。”
奥运会。目前，李宗伟的世界排
如果能够顺利“翻案”，李宗伟希 名已经下滑到了世界第
望自己能够赶上 5月开赛的苏迪曼 16位。
杯，“从我第一次被告知尿检不合格到

张琳■值800万欧元？
意媒：这是开玩笑！
大利媒体报道称国际米兰已经为张
琳■预留了一个非欧盟名额，国际
米兰已经就引进张琳■的事宜展开
了谈判。在夏季转会期，国际米兰可
能会得到张琳■。原本意大利媒体
误认为张琳■与广州恒大的合同到
2015年底到期，国际米兰引进他所
花费的成本不高。但从《罗马体育
报》的最新报道来看，广州恒大为张
琳■标价高达 800万欧元，这个转
会费已经超过了山东鲁能引进巴西

关于《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注册、
续期注册提醒的通知
江都仙女镇工农路 38 号 ）0514-86727475
朱老师）
高邮市受理点： 高邮市供电公司营业大厅
（高邮市通湖路 699 号 ）0514-84062146（张老
师）
宝应县受理点： 宝应供电公司电力营销部
201 室 0514-88866621（徐老师 ）
国家能源局江苏监管办公室
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扬州办证点
2015 年 4 月
（
（

猛龙 101 比 99
黄蜂 80 比 104
奇才 80 比 117
凯尔特人 99 比 90
步行者 107 比 103
雄鹿 99 比 91
马刺 104 比 103
太阳 75 比 90
国王 103 比 116
小牛 144 比 143
灰熊 89 比 88
森林狼 98 比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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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多纳踢慈善赛

查出尿检呈阳性，随后被世界羽联从
去年 11月 11日开始实行暂时禁赛以
来，李宗伟一直在期待听证会。
这是他洗脱罪名的唯一机会。听
证会的结果将决定李宗伟未来的走
向，如果能提前解禁，他仍有望争取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而一
旦要面对至少两年的禁赛期，他很可
能将提前结束自己的运动生涯。
抵达阿姆斯特丹后，李宗伟一行

根据 《电工进网作业许可证管理办法 》要
求 ，为满足广大电力客户需求 ，请需办理 《电工
进网作业许可证》 人员和今年续期注册人员到
以下各受理点办理注册、报名、培训。
各受理点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扬州市受理点： 南通西路 79 号（电力行业
协会） 0514-87683245（朱老师）
仪征市受理点： 仪征行政服务大厅
0514-83446714（严老师 ）
江都区受理点 ： 江都供电公司营业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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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 ，2015 赛季 F1 中国大
奖赛排位赛结束 ， 梅赛德斯奔驰车
队的汉密尔顿延续练习赛统治地
位 ，以 0.042 秒的微弱优势超过队友
夺得杆位 ，这是他在上赛道获得第 5
个杆位 。 法拉利车队的维特尔第三 ，
他的队友莱科宁列第 6，威廉姆斯的
马萨和博塔斯分列第四和第五 。

李宗伟出席禁药听证会
本报讯 北京时间昨晚，李宗伟在
如申诉成功还能赶上奥运
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席世界羽球总会禁
药听证会。自从去年 8月的世锦赛被 表示对于此次听证会很有信心。李宗 现在已经 7个月了，我很着急，希望能

本报讯 近期有关国际米兰有
意引进恒大后卫张琳■的消息成
为中国海外球员方面的热点。据
《罗马体育报》等意大利媒体报道，
广州恒大为张琳■标价 800万欧
元，意大利媒体认为这是荒谬的要 吧？意大利媒体认为国际米兰想要
求，没有意义，并质疑广州恒大是 引进张琳■，经济层面是次要的，主
在开玩笑。
要是为了让更多的中国球迷关注
在相关报道中提到，广州恒大 国际米兰。从经济潜力和形象上来
俱乐部显然具有幽默感，国际米兰 说，张琳■对于国际米兰来说可能
想要引进恒大后卫张琳■，但这家 是一个真正的“金矿”。一位国际米
卡纳瓦罗执教的俱乐部开出了一 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至
个没有意义的数字，那就是 800万 少从目前来看张琳■是值得引进
欧元。国际米兰不可能考虑花费这 的，这将打开蓝黑军团在中国的市
么多钱引进张琳■，这是一个荒谬 场。
的要求。广州恒大一定是在开玩笑
近日，“Calciomercato”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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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
夺F1中国站杆位

Memo备忘

Topic话题

德甲（第28轮）
法甲（第32轮）
卡昂 比 摩纳哥
NBA常规赛

汉诺威 1 比 1 柏林赫塔

盯人

会。但掌握全队命运的哈登突破
到篮下后，却遭到邓肯盖帽，而这
位马刺老将正如他的外号“石佛”
一般，紧接着又冷静地抢下篮板
球，举过头顶，没有再给火箭队一
点机会。
与两天前失利一样，火箭头
号球星哈登本场依然打得不顺。
马刺老帅波波维奇战术十分坚
决，就是不让哈登有投篮机
会，不断以犯规战术打乱火箭
队的进攻节奏。哈登全场拿下
邓肯强攻内线
16分，史密斯得到本队最高的
新华社华盛顿电 在昨天上 20分。
常规赛渐近尾声，季
演的一场美职篮得州内战中，邓
肯不仅独得 29分，还在最后 2.9 后赛席位争夺愈发激烈。
秒封盖了哈登可能制造“绝杀”的 凭借戴维斯 19分、9个篮
投篮，帮助马刺队客场以 104： 板的助推，鹈鹕队以 90：75
103再胜火箭队，迎来十连胜。 战胜太阳队，保留着拿下
凭借这场胜利，两天前就在 西部第八名的希望。鹈鹕
主场击败火箭的马刺队，排名已 队目前与雷霆队胜率相
经蹿升到西部第三，而两连败的 同。
不敢有丝毫松懈的雷
火箭队从第三落到第六。两队目
霆队当天以 116：103击败
前都已锁定季后赛席位。
最后 28.9秒，哈登以一记三 了国王队，当家球星韦斯
分球，将比分拉近至 104：103，火 特布鲁克拿下 27分，并送
箭队看到反超的希望。此后帕克 出 10次助攻，球队
失误，给了火箭队最后一投的机 得以终结四连败。

媒体采访李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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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在比赛中

三浦知良
再破最高龄进球者纪录

昨天下午日本 J2 联赛第 7 轮 ，
熊本深红 VS 横滨 FC 的比赛中 ，三
浦知良在第 19 分钟门前捡漏破门 ,
时隔 9 年再次在联赛连续两轮破
门，将自己保持的 J 联赛最高龄进球
者纪录刷新到 48 岁 1 个月 16 天！
三浦知良在日本足球的发展史
上 ，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 。 他在
1993 年获得亚洲足球先生 ， 这也是
日本首位获得该荣誉的球员 。 他为
日本国家队出战 89 场攻入 55
球 ，展现出了惊人的效率 。 当与
三浦知良同时期的球员已经纷
纷退役 ， 他仍然活跃在职业联
赛里 ， 并多次刷新日本联赛最
年长进球纪录 。

斯特林
拒绝与利物浦续约

据 ESPN 得到的消息 ，利物浦
边锋斯特林不会在本赛季与红军
完成续约 ，因为他希望等到今年夏
天看看能收到怎样的报价 。
这名边锋日前接受了 BBC 专
访 ，其间他承认自己拒绝了利物浦
开出的一份周薪 10 万英镑
的新合同 ， 这令他在安菲尔
现役国脚
德的长期未来受到人们广泛
塔尔德利
质疑 。 目前各方在斯特林的
或天津
续约问题上僵持不下 ， 红军
泰达引
主帅罗杰斯还曾怒斥经纪人
进前中
怂恿斯特林擅自接受 BBC
超金靴 巴尔克斯的转会费。
专访 。 然而如果无缘下赛季
如果成真，这将打破中国海外球员
欧冠 ，那么利物浦再想
的最高转会费纪录。不过，让一家意
要说服这名球员留队 ，
甲俱乐部花费足以引进一名欧洲知
他们将面临着一场苦
名球员的转会费去签中国球员，显
张琳 ■ 拔腿怒射 战 。
然不现实。

不吃药不手术 让“骨头吃药”康复骨病更彻底

颈肩腰腿痛就找膏药章

是药三分毒，吃药的危害不言而喻；手术 一贴见效，不仅安全，花钱还少，更重要的是能
治疗，人痛苦，花钱多，风险大；按摩推拿，只缓 真正意义上的标本兼治，康复骨病更彻底。
解症状，不解决根本，花钱也不少就是不见好； 患有颈椎病、肩周炎；颈肩综合征、腰椎间
为了祛除风湿骨痛，怎么办？被纳入皇宫御用， 盘突出、膨出、椎体滑脱、椎管狭窄、坐骨神经
并册封为“宫廷圣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痛、膝关节增生、滑膜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
保护项目膏药章膏药始创于公元 1610年，传 化症、风湿；类风湿、骨质增生、脚跟痛等读者
承 21代，四百多年历史，以太白山独有的野生 可体验膏药章手工黑膏药和独家药灸及祖传
中草药入膏，配方独特，古法炼制，所用之人， 手法。
体验 扬州市文昌中路 95号膏药章膏药铺 咨询电话
地址 （东区大润发西边 ，仁爱医院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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