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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超球员齐建功 多特蒙德登顶
新华社柏林8月26日电 2018-2019赛季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首轮 26 日进行了最后两
场比赛，两支主场作战的球队多特蒙德和美
因茨分别战胜莱比锡和斯图加特。两名前中
超球员——多特蒙德的比利时国脚维特塞尔
和美因茨的尼日利亚球员乌贾均取得进球。

莱比锡在比赛刚进行了 31 秒时就由前
锋奥古斯丁攻入一球。多特蒙德并未被这个
过早的失球打乱阵脚。第21分钟，达胡德接
施梅尔策左路传中，头球将比分扳平。第40
分钟，罗伊斯前场开出任意球，莱比锡的萨比
策头球解围不慎造成乌龙，多特蒙德以 2∶1
反超。

不久前从天津权健转会到多特蒙德的维
特塞尔本场首发出任单后腰。在上半场比赛
结束前 2 分钟的角球机会中，他近距离背对
球门高高跃起，漂亮地将球倒钩入网。

比赛补时阶段，多特蒙德队长罗伊斯前
插到禁区内接桑乔传球，直接射门攻入个人
第100粒德甲入球，将比分定格在4∶1。

阿隆索造两球 切尔西取三连胜

新华社伦敦8月26日电 英超联赛第三
轮26日再赛三场，其中切尔西客场2∶1战胜
纽卡斯尔联队，取得三连胜。切尔西边后卫
马科斯·阿隆索发挥出色，策动了球队的两粒
进球。

两队上半场互交白卷。易边再战第 76
分钟，阿隆索突入禁区后被绊倒，裁判判给切
尔西点球，阿扎尔一蹴而就，切尔西取得领
先。虽然主队在第 83 分钟由何塞卢将比分
扳平，但4分钟后，阿隆索再次挺身而出，他
的射门被对方球员耶德林挡入自家球门，最
终切尔西以2∶1取胜。

同日，沃特福德2∶1战胜水晶宫，前者与
利物浦、切尔西同积9分。富勒姆4∶2战胜伯
恩利。

切尔西队球员阿扎尔切尔西队球员阿扎尔（（中中））在比赛中庆祝进球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国米痛失好局 两球领先遭逼平
新华社罗马8月26日电 意甲联赛第二

轮26日全面展开，国际米兰队在两球领先的
情况下痛失好局，被都灵队2∶2逼平，连续两
轮未尝胜绩。

首轮联赛，国际米兰客场负于萨索洛。
本轮“蓝黑军团”迎来了新赛季的首个主场比
赛。此役国际米兰在第六分钟便取得领先，
伊卡尔迪右路横传，佩里西奇禁区中路劲射
破网。第 32 分钟，国际米兰扩大领先优势，
两名夏季新援完成连线，波利塔诺任意球传
入禁区，荷兰中卫德弗莱高高跃起将球顶进。

易边再战，都灵队展开反击。第 55 分
钟，意大利国脚贝洛蒂接到后场长传后扣过
出击的汉达诺维奇，将球打入空门，都灵扳回
一球。第 68 分钟，梅特禁区内低射，皮球击
中左侧立柱后弹入网窝，2∶2。此后的比赛，
双方都有改写比分的机会，但均无功而返，平
局被保持到终场，两队都拿到了新赛季的第
一个积分。

此外，热那亚主场2∶1战胜恩波利，卡利
亚里主场 2∶2 战平萨索洛，弗罗西诺内主场
与博洛尼亚互交白卷。

西安国际马拉松赛10月开跑
新华社西安8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西

安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获悉，2018年西安国
际马拉松当日启动报名，并将于10月20日正
式开跑。

本届赛事分为马拉松（42.195 公里）、半
程马拉松（21.0975 公里）、迷你马拉松（5 公
里）3个项目。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分别限报
15000人和10000人，报名人数超过限报名额
后，参赛资格获取将采取抽签加候补的办
法。迷你马拉松项目限报 5000 人，额满
即止。

根据赛事安排，抽签及结果公布均在 9
月12日进行，获得参赛名额的选手如无法参
加比赛可在官网办理退出手续。有选手退出
时，由候补顺序靠前的选手替补。按照赛事
官网公布的标准，成绩达到“精英级”的选手
可免抽签，直接获得参赛资格。

此外，本次赛事马拉松项目还开放了200
个公益名额，选报公益名额的选手也可直接
获得参赛资格，其报名费用将投入慈善事
业。据悉，马拉松项目的普通名额报名费为
每人 150 元人民币，而公益名额为每人 1500
元人民币。

如果你看过三对三的现场，你一定能体会到
这一点，三人篮球成为2020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
项目，为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注入了新鲜的青春
活力。

相比于五对五，三对三篮球的比赛节奏更快，
鼓励对抗，每次进攻必须在12秒内完成，虽然只
有 10 分钟，但几乎毫不停歇，攻防转换时刻变
化。不少球员表示，这简直就是10分钟的魔鬼无

氧对抗。“虽然只有10分钟，并不亚于一个五对五
的40分钟。三对三的对抗更激烈，裁判尺度会更
大，很多小动作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要把对抗性，
把很激烈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同样摘得亚运会金
牌的中国三对三女队球员迪拉娜·迪里夏提说。

除了激情的比赛，赛场场地灯光的设置也更
加炫酷，比赛过程中时刻播放流行音乐，让三人篮
球更加时尚，更加符合年轻人的胃口。

“最后已经拼到精疲力竭了，你们也看到了，
差点输掉，最后是凭着信念从鬼门关又回来了。”
黄文威说。决赛中，肖海亮最后拼得换人时几乎
是爬到替补席，陈功累得只能通过不停大吼给自
己蓄力打气，当4个小伙子在现场展开国旗的那
一刻，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现场一位媒体同行
激动地说，真的希望他们能赢，这是真正的草根球
员，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中国男队的4个小伙子尽管有人有过体校、
专业队的训练经历，但都不是纯职业球员。这支

队伍以“我要上奥运”全国三人篮球擂台赛公开组
冠军广东东莞麻涌队为班底，现阶段球员们有的
是广州体育学院的老师，有的是广东工业大学的
学生，有的是当地文体局职工。

没有关注度，训练枯燥而艰苦，条件也没法和
职业队比，让队伍更受打击的是，由于主力内线受
伤，1米93的曾冰强成了球队第一高度，每晚他都
要跟身高两米多的大个对手在内线绞杀。“是对篮
球的热爱和信念支撑着我们一路走来，不管对手
是谁我们都没想过放弃。”曾冰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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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草根”到亚运会最高领奖台，从默默无闻
到登堂入室，没有人知道队员们背后流了多少泪
水和汗水。在中国，三人篮球拥有雄厚的群众基
础，街头巷尾的篮球场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篮球
少年，他们踩着各自偶像的战靴，怀揣着或大或小
的篮球梦想。肖海亮他们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
员，因此这枚亚运会金牌意义非凡，它让更多爱篮
球的孩子看到了远方的灯塔。肖海亮们也是幸运
的，他们登上了“我要上奥运”全国三人篮球擂台
赛这条带他们驶向灯塔的船。

作为一项参赛“门槛”非常低的草根赛事，
“我要上奥运”全国三人篮球擂台赛与中国国家
三人篮球集训队的组建实现挂钩，这也使得民间
高手真正有了身披国家队战袍参加国际比赛的
机会。8439 支队伍、32380 人次参赛、约 10000 场

比赛——这是中国篮球协会三人篮球部部长柴文
胜拿出的2017-2018赛季“我要上奥运”全国三人
篮球擂台赛的成绩单。打通“专业”与“业余”之间
的壁垒，全面调动社会力量，是中国篮协发展这一
项目的思路。

“‘我要上奥运’这个项目给很多没有走入职
业的、喜欢篮球、热爱篮球的人一个机会，这是一
个很棒的平台。”陈功由衷地说。不只是“我要上
奥运”这样的官方赛事，各类三对三商业赛事也在
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参
与。“三对三在国内越来越全民化了，很多联赛在
举行，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有更多的人关注篮
球。全国比赛中女篮也非常多，也让更多人关注
女篮。”迪拉娜说。

（新华社记者 李博闻、张悦姗）

中国篮球“草根力量”
登堂入室

绝杀！金牌！黄文威兴奋地躺倒在地，肖海亮握紧双拳，曾冰强挥舞手臂，陈功

仰天长啸。也许，你是第一次听说这些名字，但请记住他们，因为他们是亚运会首次

男子三人篮球赛的最终王者，他们是真正的“草根”篮球力量。

中国三人篮球男女队亚运双双摘金

雅加达朋加诺体育场，在上万名观众的
注视下，苏炳添在枪声响后的 0.143 秒做出
反应，最终以9秒92创造亚运会纪录的成绩
获得了他在综合性大赛上的首枚金牌。

“我在过去所有的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全运会、省运会里面都没有拿到过金牌，
今天我在亚运会上拿到金牌，对我来说，是
破魔咒吧。”苏炳添说。

像苏炳添一样，中国军团的运动员们在
雅加达亚运会奋力拼搏，争创佳绩。截至发
稿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获得 86枚金牌，超
过第二、三名日韩金牌的总和。在向最高领
奖台发起冲击的过程中，中国运动健儿们不
畏艰难、顽强拼搏的精神令对手钦佩、令观
众动容；赛场下，他们乐观友善的精神面貌
也成为中国的另一张名片。

拼搏、奋进

竞技体育追求“更快、更高、更强”，几场
生死战展现了中国选手面对逆境不屈不挠
的拼搏精神。

在女子射箭半决赛中，世界排名 113位
的中国选手张心妍战胜世界排名第五的韩
国选手晋级决赛；男子 50米步枪三姿决赛，
中国射击队老将惠子程一度落后第一名 6
环，但他通过后半段的精彩表现实现大逆
转，获得金牌。

女足小组赛中，中国队以 2∶0击败卫冕
冠军朝鲜队。是役中国队先是通过高强度
逼抢让朝鲜队阵脚大乱，获得领先优势，随
后面对朝鲜队的猛烈进攻，血拼到底、守住
了防线。这是中国女足 20年来首次在亚运
会赛场击败朝鲜。门将赵丽娜赛后说：“这
场比赛后中国队会把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
给大家，我们已经不是原来那支中国队了。”

女子 100公里公路赛，中国选手普译娴
在最后 50 米拼命冲刺，超越日本和中国台
北选手，夺得银牌。普译娴赛后说：“最后
几十米，我拼命冲刺，我只有一个念头：一
定要赶在她们两个前头。那时人处于一种
超越极限的状态，过线后，大脑一片空白，意
识模糊。”

争光、感恩

体育健儿们在赛场上为实现自己的梦
想、为国家和集体荣誉而奋斗。

男女 4× 100 米混合泳接力，徐嘉余、闫
子贝、张雨霏和朱梦惠出战。夺冠后，徐嘉
余兴奋地跳了起来，他表示：“团体项目非常
棒，这是直接为国家争得荣誉的项目。”出任
第二棒的闫子贝刚在 100米蛙泳中摘银，身
体的疲累并没有影响接力发挥。

运动健儿们的成绩源于自身努力，也离
不开各方支持。中国体操队 22日收获一枚
女子团体金牌。从女团冠军领奖台走下来，
队员们集体将胸前的金牌挂到中国体操女
队新任主教练乔良身上，以示感谢。

中国女足前锋王霜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完成“帽子戏法”。在第一个进球后，王霜向
看台做出了“比心”动作。赛后她解释道：

“因为我们看台上面有工作人员，还有体育
总局的领导们，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的帮助，
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好的体能和状态拼每一
场球，他们是团队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想

用进球感谢他们。”

勤勉、坚持

奥运冠军中国女排势不可挡，5场小组
赛都以 3∶0 完胜。除了卫冕冠军韩国队之
外，其他几个对手实力都与中国队有不小的
差距。令人称道的是，即便面对弱小的对
手，中国女排依然认真对待，这一点给对手
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管对手如何，中国选手们都发出了
“重要的是做自己”的呼声。在女子自行车
山地越野比赛中，姚变娃以 1 小时 20 分 17
秒的成绩赢得金牌，领先银牌得主、队友李
洪凤4分39秒。22岁的姚变娃赛后说，自己
没有太大心理压力，因为很擅长自我调整，

“只关注比赛本身，并全身心地投入，做好最
充分准备”。

姚变娃从事山地自行车运动已 8 年。
她说，现在的自己很享受这项运动，“当比赛
中快速超过对手时，感觉超爽，整个人都很
亢奋”。 （新华社记者 严蕾、张泽伟）

亚运赛场上的青春力量

燃！三对三刮起青春风暴

拼！普通人的大梦想

蓄！汇集民间力量向上输送

亚运速递

混双夺冠 女双折桂
国羽三金二铜收官

8月27日，在第18届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中，中国
选手陈清晨/贾一凡以 2∶0战胜日本选手松友美佐纪/高
桥礼华，获得冠军。在羽毛球混双决赛中，中国选手郑思
维/黄雅琼战胜中国香港选手邓俊文/谢影雪，获得冠军。

混双项目是国羽目前最稳的单项，国羽两对稳定组
合分别是排名世界第一的郑思维/黄雅琼和排名世界第
二的王懿律/黄东萍，而两对组合本次双双晋级四强，锁
定两枚奖牌。原本有望包揽冠亚军的局面，却因王黄组
合的多次失误，最终将中国香港组合送进决赛，王懿律/
黄东萍组合获得铜牌。

郑思维/黄雅琼自拆分重组之后一共参加了 10站赛
事（不含亚运会），他们斩获了6冠2亚2四强的惊人的成
绩，也将他们的排名直接送上世界第一！6站冠军中就包
括了刚结束的世锦赛，他们成功加冕世界冠军！

在半决赛中，雅思组合对阵的是东道主阿玛德/纳西
尔，后者为了备战亚运会，放弃了世锦赛 1 号种子的位
置。虽然他们在主场优势的加持下，仍旧被雅思组合直
下两局，可见郑思维/黄雅琼的实力之强悍！

昨日的比赛，两人再次展现了强悍实力。雅思组合
2∶0 战胜对手获得冠军，国羽夺得本届亚运会第 3 金，也
是中国代表团的第 85枚金牌！

随着雅思组合的成功摘金，国羽结束了本次亚运会
之旅，7项赛事中共获得三金（男团、女双和混双）二铜（男
双、混双）收官。 （本报综合）

钟天使和林俊红破赛会纪录
中国队包揽自行车首日两金

新华社雅加达8月27日电 雅加达亚运会场地自行
车赛 27 日在雅加达国际自行车馆揭幕，中国队包揽男、
女团体竞速赛的两枚金牌，其中钟天使和林俊红在女子
团体竞速赛预赛中打破了赛会纪录。

由徐超、周瑜和李建鑫组成的中国队在男子团体竞
速赛决赛中，击败马来西亚队夺得冠军。日本队战胜韩
国队，获得铜牌。

钟天使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与宫金杰携手摘得
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队奥运金牌“零
的突破”。本届亚运会，林俊红成为钟天使新的搭档。虽
然配对时间不长，但两人配合默契，在当天预赛中就骑出
32秒936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

钟天使赛后说：“在亚洲我们的实力还是很突出的。
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在大赛中搭档，就获得了金牌。我
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希望我们能携手一起走到东京
奥运会。”

决赛中，钟天使和林俊红以 33 秒 118 的成绩力压中
国香港组合李慧诗和马咏茹（35 秒 024），一举夺冠。这
也是钟天使个人第二枚亚运会金牌，林俊红则是首次在
亚运赛场上夺金。

林俊红说：“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
会的比赛。此前三届都没能拿金牌，所以这枚金牌对我
来说还是意义蛮大的。我非常信赖我的搭档，希望我们
以后能赢得更多金牌。”

陈清晨（右）/贾一凡在颁奖仪式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