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东部决赛：凯尔特人胜骑士

5月13日，在

2017-2018赛季

NBA季后赛东部

决赛首场比赛中，

波士顿凯尔特人

队主场以108∶83

战胜克利夫兰骑

士队，总比分1∶0

暂时领先。

（据新华社）

骑士队球员史密斯（前）与凯尔特人队球员斯

玛特在比赛中拼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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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星期二）16：00 比利时VS韩国（CCTV-5）

5月15日（星期二）19：30 中国VS多米尼加（CCTV-5）

5月16日（星期三）15：50 多米尼加VS韩国（CCTV-5）

5月16日（星期三）19：30 中国VS比利时（CCTV-5+）

5月17日（星期四）15：50 多米尼加VS比利时（CCTV-5）

5月17日（星期四）19：30 中国VS韩国（CCTV-5）

时间
5月15日至5月17日
5月22日至5月24日
5月29日至5月31日
6月5日至6月7日
6月12日至6月14日
6月27日至7月1日

同组
中国、比利时、多米尼加、韩国
中国、波兰、塞尔维亚、泰国
中国、阿根廷、意大利、日本
中国、巴西、俄罗斯、美国
中国、德国、荷兰、土耳其
总决赛

地点
宁波
澳门
香港
江门
德国
南京

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赛程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电视转播表

今天，首届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
仑站将打响，此后其他各站比赛也将
陆续开打，16支世界顶级女排球队将
进行为期 5 周的分组对决，决出入围
总决赛的 5 支球队，与总决赛东道主
中国女排一起角逐总决赛冠军。世界
女排联赛是今年世界女排锦标赛的前
哨战，因此各支队伍都非常重视。首
站宁波北仑站的第一看点是郎平重返
执教一线，第二看点也是最大的看点
则是“天才少女”李盈莹将第一次代表
中国女排出战。

郎平重任中国女排主帅

2017 年是郎平个人休整的一年，
郎平在美国成功完成了所有髋关节手
术，为日后重新率队征战沙场奠定了
基础。去年一年，助理教练安家杰出
任中国女排执行教练，在一线执行的
是主帅任务。今年，中国女排有世锦
赛这个最重要的国际比赛任务，同时，
世界女排联赛是国际排联取消了世界
女排大奖赛之后的重要改革，因此郎
平决定重返一线，头衔也由总教练换
回了主教练。

由于国内联赛结束得比较晚，国
家队集中时间并不长，这对于郎平而
言也是一个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
新一届中国女排实则是以赛代练，全
队将在实战中不断提升竞技状态。中
国女排参加的宁波北仑首站比赛对手
分别是比利时队、多米尼加队和韩国
队，整体实力不是很强，不过根据赛程
安排，中国女排将参加每个分站赛的
比赛，对手会越来越强，这对队伍来说

也是好事。
不久之前结

束的本赛季联赛
涌现了不少年轻
的女排球员，为国
家队增添了活力，
再加上中国女排
坐拥总决赛东道
主之利可以自动
晋级，因此郎平在
小组赛中估计会
变换阵容观察新人。

曾春蕾颜妮挂免战牌

郎平5月13日公布了出战宁波北
仑站比赛的 14 人大名单。由于担心
刚刚归队的朱婷身体比较疲劳，郎平
决定先让她休息。另外，人们关注的
本赛季联赛第一接应曾春蕾和优秀副
攻颜妮均不在出战名单之列。

据了解，郎平在世界女排联赛每
站比赛的球员名单都会不同，目的就
是观察球员，宁波北仑站的对手不是
很强，郎平更没必要用上全部主力。
此次公布的球员名单为：主攻手刘晓
彤、刘晏含、张轶婵，副攻手袁心玥、王
媛媛、高意、胡铭媛，接应李盈莹、龚翔
宇、杨方旭，二传手丁霞、姚迪，自由人
林莉、孟子璇。在这份名单中，最抢眼
的无疑是“天才少女”李盈莹，她此前
一直打主攻手的位置，但这次郎平给
她报名的位置是接应。同时，来自辽
宁的新人副攻胡铭媛也是一大看点。

韩国女排也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
的 14人名单，金软景再度回归出任韩

国女排队长，从阵容
来看韩国队还是在仰
仗这位老将。

郎平到底如何用
李盈莹

2017至 2018赛季
的中国女排联赛，第
一次参加成年职业联
赛、年仅 18 岁的李盈

莹交出了傲人的成绩单——发球榜第
一、扣球榜第一、得分榜第一，三大单
项遥遥领先所有国内女排选手，而且
还得到了惊人的 804 分的总得分，刷
新了国内女排联赛单人单赛季得分的
历史纪录。可以说，本赛季女排联赛
最大的新闻就是诞生了一位“天才少
女”李盈莹，没有李盈莹，天津女排也
不可能重夺联赛总冠军。不过，李盈
莹也有比较大的短板，技术不全面，那
么郎平会如何使用她呢？

李盈莹的一传技术不佳，因此在
天津队有 3 人给她保障一传，她只要
放开进攻即可。但国家队的战术体系
不可能围绕李盈莹一人展开，而且面
对世界劲旅也不可能有 3个人为她保
障一传。李盈莹目前在技术上还没有
朱婷那样的水准，更何况朱婷现在十
分全面，完全能替别人做保障工作，这
更是李盈莹所不具备的。

只要作为主攻手，李盈莹就无法
躲避一传的压力，她的进攻力的确很
强，但技术缺陷会让全队陷入被动，得
不偿失。因此，郎平这次将她从主攻
手换成接应二传手，不用接一传，而是

放开手脚进攻。而且，郎平也将对未
来的战术体系进行规划，比如此前做
了一项小手术的张常宁这次虽然不在
国家队名单中，但她和朱婷很可能是
未来中国女排主攻手的最强组合，如
果李盈莹出任接应，这个三叉戟组合
的攻击性会发挥出巨大的威力。郎平
麾下的李盈莹未来可期，郎平到底如
何用她，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朱婷不出场也是焦点

朱婷刚从欧洲职业联赛赛场归
来，身体并不是最佳状态，这位中国女
排新任队长不会参加宁波北仑站的比
赛。不过，场下的朱婷仍将是广大球
迷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此前有传闻称，从备战 2020年东
京奥运会的角度出发，朱婷可能会回
归国内的女排联赛。不过从她目前的
身价和影响力，以及实战意义出发，继
续打国外职业联赛的可能性还是最
大。上个赛季结束之后，瓦基弗银行
女排队内将有人退役，阵容上也将做
出调整，这给朱婷的未来增加了变
数。当然，瓦基弗银行俱乐部拥有与
朱婷续约的优先权，两年来俱乐部给
朱婷留下很好的印象，朱婷在欧洲赛
场的成就也是在瓦基弗银行俱乐部取
得的，如果她再度续约并不会太让人感
到意外。不过据了解，俄罗斯女排超级
联赛豪门喀山迪纳摩已经给了朱婷一
个超过当今世界所有男排球星身价的报
价，而且欧洲不少有想法的俱乐部都在
考虑让她加盟，朱婷新赛季的去向确
实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孔 宁）

世界女排联赛宁波北仑站今日打响

郎平重回一线 朱婷春蕾免战

新华社马德里5月13日电 西甲第
37轮13日结束，巴塞罗那客场4∶5不敌
莱万特，本赛季联赛不败金身告破。

尽管库蒂尼奥上演“帽子戏法”，
苏亚雷斯也罚入一记点球，但博阿滕
的三个进球和巴尔迪的两度建功却让
主队从新科西甲冠军身上成功拿到 3
分。巴萨本赛季在西甲赛场上的不败
遭到终结，从上赛季第 32 轮开始的联
赛不败纪录也定格在43场。

开场仅 9 分钟，莱万特便首开纪
录：博阿滕接莫阿莱斯的传中门前近
距离抽射入网。第 31 分钟，主队再下
一城：博阿滕接队友直塞，突入对方禁
区，晃过特尔施特根和塞梅多后近距

离将球射入。第 38 分钟，库蒂尼奥禁
区边缘横向带球拉开空当后劲射破
网，为巴萨在半场前将比分扳为1∶2。

第49分钟，博阿滕在反击中突入对
方禁区，低射球门远角得手，打入个人本
场的第三个入球。第56分钟，巴尔迪反
越位成功，接队友直塞将球推入球门左
下角，为莱万特将比分扩大至5∶1。

巴萨此后奋起直追。第 59 分钟，
登贝莱的射门被对方后卫挡出，库蒂尼
奥小禁区边缘补射入网。第64分钟，巴
西人又在禁区弧顶处抽射，完成“帽子
戏法”。第71分钟，博阿滕禁区内对布
斯克茨犯规被判罚点球，苏亚雷斯主
罚命中，为巴萨将比分定格在4∶5。

西甲综合：巴萨不敌莱万特 联赛43场不败纪录遭终结

英超：阿森纳胜哈德斯菲尔德

5 月 13 日，
在2017-2018赛
季英格兰足球超
级联赛第 38 轮
比赛中，阿森纳
队客场以1∶0战
胜哈德斯菲尔德
队。（据新华社）

即将离任的阿森纳队主教练温格在赛场边即将离任的阿森纳队主教练温格在赛场边。。

李盈莹（左）在比赛中扣球。

江西信丰工业园区始建于2001年9月，
2006年被省政府命名为省级开发区、省级重
点工业园区、省级民营科技园、省级循环经
济试点工业园区。2011年被省工信委授予

“江西信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称号。分别
于2009年6月、2012年5月经省发改委批准
设立江西信丰电子器件产业基地、赣南（信
丰）脐橙产业基地。四至范围为：东至西牛
镇中端村，南至信丰县丰田糖业有限责任公
司围墙，西至 105 国道，北至西牛镇金信加
油站。核准面积面积为666.67公顷（实测面
积 645.20 公顷）。目前，该园区企业达 190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0.5亿元，就业人口
2.36万人，已成为信丰县经济发展的重要增
长极，成为项目聚集、产业集群的主阵地。

近年来，江西信丰工业园区紧紧围绕
县委、县政府“主攻工业、三年翻番”发展战

略，坚定不移实施大开放，大发展，不断优
化产业布局，延伸产业链条，经过十多年的
快速发展，工业经济量质双提，对园区平台
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园区原核
准用地范围已不足以支撑园区建设需求和
工业产业发展。信丰工业园区的实际可供
土地十分紧张，可供土地仅占国家核准面
积的 1.95%。为打造更优产业平台，完善产
业布局，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切实
解决园区原核准面积偏小问题，信丰县政
府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省发改委江西省省级开发区和调整区位实
施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字〔2011〕192号）精
神，于 2017 年 2 月正式启动了园区扩区调
区前期工作，根据《江西信丰工业园区中长
期发展规划》，本次扩区调区拟申报调出面
积 138.98 公顷，拟申报扩区面积 1097.92 公

顷（含等量调入 138.98 公顷），扩区调区后
总面积为 1625.61 公顷，四至范围：东至西
牛镇高丘村山地，南至信丰县丰田糖业有
限责任公司围墙，西至西牛镇新苗村山地，
北至西牛镇金信加油站。主要规划发展电
子信息、食品制药、新型建材等产业。

2018年4月24日，省发改委牵头组织省
国土资源厅、省住建厅、省环保厅、省商务厅、
省科技厅、省林业厅、省统计局、省工信委和
有关专家对信丰工业园区扩区调区工作进行
了评审，拟扩区选址区域符合《信丰县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5—2020
年）规划纲要》，符合信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和信丰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拟扩区选
址区域已完成园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成果
更新工作，通过了省国土资源厅压覆矿产资
源评估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区域内未压

覆矿产资源且适宜项目建设。通过了省住建
厅城镇总体规划审查，通过了省环保厅环境
影响评价审查，省国土资源厅、省住建厅、省
环保厅、省商务厅、省科技厅、省林业厅、省工
信委均出具了积极支持意见，专家评审组通
过了《江西信丰工业园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和

《江西信丰工业园区扩区调区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江西信丰工业园区扩区调区工作
符合《江西省省级开发区扩区和调整区位实
施方案》文件要求，建设方案可行。

现将江西信丰工业园区扩区调区工作
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为 5 天，自公布之日
起，公众如有意见或建议可通过电话、传
真、信函、来访等方式向江西省发改委利用
外资和境外投资处反映。

电话：0791—88915097
传真：0791—88915154

江西信丰工业园区扩区调区公示

全国青年U20田径锦标赛在昌落幕
江西选手斩获4银5铜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5 月 13
日，为期 3 天的 2018 年全国青年
U20（20 岁以下）田径锦标赛在江
西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落
下帷幕，江西小将努力拼搏摘得 4
枚银牌和5枚铜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田
径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江西省体育
局承办，江西省田径游泳运动管理
中心和省奥体中心协办，包括我省
黄唯璐、郭琪、兰天露、闵安妮等45
名运动员在内，有来自全国36支代
表队的 809 名运动员参赛，加上领
队、教练、裁判员、志愿者等，赛事
相关人员达到 1800 余人。比赛设
置43个项目。

经过 3 个比赛日的激烈角逐，
在女子链球项目上，我省运动员黄
唯璐、李江燕分获银牌、铜牌，成绩
分别是 61 米 20、60 米 90；郭琪以
4577分获得女子七项全能银牌；兰
天露获得女子 400 米栏银牌，成绩
为 59 秒 70；闵安妮以 15 米 64 的成
绩获得女子铅球银牌。女子跳远

钟嘉未跳出 6 米 07，获得铜牌；男
子链球刘宇轩掷出 62米 96摘得铜
牌；朱英旭分别以18米33、52米88
的成绩获得男子铅球、铁饼 2 枚铜
牌。另外，我省运动员还获得 1 个
第四名、2 个第六名和 1 个第八名
的成绩。

又讯：日前在合肥落幕的2018
年全国U20古典式摔跤锦标赛上，
我省参加了 6 个级别的比赛，其中
55公斤级熊子龙获得第一名，徐加
浩获得第三名;67 公斤级罗健中获
得第二名，刘瑒第三名；63 公斤级
胡永成第三名; 72 公斤级谭建第
三名。同时，我省以总积分40分获
得团体第一名，并获得道德风尚运
动队奖。在 5 月 13 日结束的澳大
利亚羽毛球公开赛上，我省羽毛球
选手赵俊鹏获得男子单打并列第
三名的成绩。同日在安徽肇庆结
束的 2018 年全国体操锦标赛暨亚
运选拔赛中，我省体操运动员邓娅
兰、叶丹丹分别获得女子跳马第四
名、第六名的成绩。

本报吉安讯 （记者刘之沛 通讯
员肖莉华）5月 13日，2018中国吉安城
市绿道马拉松赛在吉安市鸣枪起跑，
此次赛事由吉安市人民政府主办。

据悉，这是吉安市首次在主城区
举办马拉松比赛，共吸引 3000 多名选
手参赛，设立半程马拉松和欢乐跑两
个项目。赛道主要分布在吉安城南新

区和古后河绿廊风景名胜区，沿途绿
树成荫，景色宜人。许多参赛选手表
示，能在历史名城吉安，用奔跑为全民
健身产业添砖加瓦，感到十分激动。
开赛当天恰逢母亲节，在比赛终点，组
委会准备了精美的蛋糕供参赛选手品
尝，完赛的女性同胞都收到了组委会
特别准备的康乃馨。

2018中国吉安城市绿道马拉松赛激情开跑

在最新一期相亲交友节目《新相
亲时代》中，长发独立摄影师引起了广
泛的争论。节目中，长发造型的自由
摄影师张正君一出场就吸引了观众的
注意，随后的节目中他在三号女嘉宾
一出场时便爆灯，但却是为了能够站
上舞台表达对二号女嘉宾的感情，这
样出人意料的爆灯原因让现场一时陷
入尴尬。虽然三号女嘉宾大方表示没
关系，但对于张正君的做法，孟非提
出：“每个人到这来相亲的机会是均等
的，你选择用别人的机会站到这里，你

没有尊重这个节目的规则，也没有尊
重这个台上的所有人。我尊重一个人
要表达自己感情的愿望，但这个舞台
有这个舞台的规则，任何人都有特立
独行的权利，但是个性的表达不能建
立在损害别人利益的前提下。”

这期节目另一个关注点则是男嘉
宾赵海波。在最终提问环节中，他坦
承自己的感情经历，甚至大方承认自
己曾经劈腿，并且表示：“我愿意承认
错误，因为只有承认错误才能面对错
误。”这样的坦率最终获得了女嘉宾

的肯定，两人成功牵手。采访中，孟
非对此也做出了点评：“两个人的分
手很多是由于一方对不起另一方而
导致的，但是也有很多的分手不存在
谁对不起谁。在这个舞台上敢于这
么诚实地说这个话的男人很少，有的
人觉得诚实这个品德很可贵，有人觉
得诚实的内容我不能接受，但是他选
择了诚实。”

父母现场把关一直是《新相亲时
代》节目的最大看点，这个平台为相亲
者提供了一个更广的接触平台，而正

是家庭概念的深入，让很多关于家庭、
婚姻的观点被抛出，也引起了观众对
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家庭中双方
对经济责任的承担，孟非评价：“女生
听到男方或者男方家庭说‘你不用那
么辛苦，我可以养你’时，大概有两种
想法，一种是太好了，我一辈子就想听
到这句话；另外会有人觉得，我为什么
要男人养，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寻
找的只是爱情而已。这两种想法都没
有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选择不同罢
了。” （祖 薇）

《新相亲时代》婚恋观引热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