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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下周在蓉开战

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2014年中

国乒乓球公开赛（成都）将于下周三至

下周日在四川省体育馆举行，王皓、张继

科、朱雨玲、福原爱、冯天薇、石川佳纯等

名将均将参赛。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赛

事组委会获悉， 本次比赛的抽签仪式将

于6月3日在锦江宾馆举行， 并安排有球

迷见面会活动。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已有25年历史。

成都曾在1992年举办过中国乒乓球公开

赛。如今，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已经成为国

际乒联巡回赛6站超级系列赛之一，与去

年不同的是， 今年的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是在中国举办的惟一一站世界巡回赛，

比赛总奖金高达23万美元。

本次比赛项目分为男子单打、 女子

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U-21男子单

打、U-21女子单打共六个项目，共有16

个国家和地区的144名运动员报名参加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乒乓球爱好者可

以通过团购或零售的方式购票观赛，

团购票销售点设在成都市乒乓球学

校， 零售票销售点设在省体育馆售票

处，票价分为三个档次，分别是50元、

100元和200元。

除了比赛， 部分参赛选手还将参与

在成都举行的乒乓球运动推广普及活

动。根据组委会的最新安排，参赛运动员

代表将于6月3日9:30至11:00在棕北中

学，参与“进学校”、“进社区”乒乓球推

广活动。在同一时间，另外一批参赛选手

将到青羊区总部基地成都市健康促进会

参与“送健康”乒乓球推广活动。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还了解到本次比赛的具体

赛程，虽然比赛将于下周三揭开战幕，但

开幕式定在6月6日举行， 而最为精彩的

男、女双打决赛和男、女单打决赛将于6

月8日下午举行。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久违的“四川德比”

由于近年来四川足球整体低迷，“四川

德比”已经许久未曾在联赛中出现，这几个

字甚至让人感觉十分陌生。上次“四川德比”

还要追溯到2011年的中乙联赛上， 当时四川

都江堰欣宝和打着“四川俱乐部川大队”旗

号的四川全运队曾有过较量， 但由于四川俱

乐部川大队只是把中乙联赛当做为全运会练

兵场所，并不看重联赛成绩，所以让那一年的

“四川德比”在含金量方面有所欠缺，当时媒

体甚至用“温情脉脉”的字眼来形容那场德

比的气氛。再往前算，最令人难忘和难堪的一

场“四川德比”发生在2001年，当时成都五牛

为了在净胜球上压倒长春亚泰， 与绵阳太极

打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比分———11比2，这也

让两队在随后被划入“甲B五鼠”的行列，并

遭到来自中国足协的重罚。

在四川隆发领队张涛平看来，昨日的这

场联赛应该是史上实力最接近，比赛悬念最

大的一场“四川德比”，他说：“我们两队都

是今年才参加乙级联赛的新军， 实力相当，

而且赛前的积分也只差3分， 所以比赛应该

是很有看头的。”而在赛前，两队都把拼对

手摆在了第一位， 力达士俱乐部方面表示：

“德比肯定很难打，但我们先踢主场，当然

要全力争胜，因此一定要拼字当头。”而隆

发俱乐部虽然希望队员们放平心态去比赛，

但也认为只有全力去拼才能赢得机会。

两大球迷组织很纠结

昨日的这场“四川德比”，官方公布的

到场人数为1542人，其中隆发俱乐部组织了

10辆大巴来接送球迷，该俱乐部副董事长徐

杨介绍：“来自三台县的球迷坐了6辆大巴，

绵阳市的球迷坐了2辆， 还有两辆接送的是

成都球迷。”隆发俱乐部估计，加上一些自

发前往都江堰支持隆发的散客，当天为隆发

呐喊助威的球迷在600-800人左右， 他们大

部分坐在了客队球迷区域———南看台。

相比旗帜鲜明的来自绵阳市和三台县

的球迷， 四川省球迷协会和川之魂球迷协

会这两大球迷组织在昨日就显得有些尴

尬，此前，无论是力达士还是隆发的比赛，

两大球迷组织都曾到场助威过， 但这次在

“四川德比” 中该选择什么立场让他们难

以抉择， 四川省球迷协会会长张利梅和川

之魂会长周波都不约而同地用 “纠结”来

形容赛前的心情。 最终无法选择立场的他

们干脆放弃立场， 张利梅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我们这场比赛既没有穿力达士的衣

服，也没有穿隆发的服装，比赛中也是哪边

进攻就为哪边加油， 喊的也都是四川雄

起。”而川之魂会长周波则表示，虽然这场

比赛川之魂球迷们的门票都是由隆发俱乐

部赞助的， 但川之魂也没有因此完全站在

隆发这边，“我们最后没有去客队球迷看台

就坐，还是在主席台附近的老位置扎营。和

以前不同的是，我们这场比赛没有挂横幅，

也没有呐喊， 用一种较为轻松的心态看完

了比赛，因为谁输谁赢都能够接受，毕竟两

边都是我们四川球迷的子弟兵。”

力达士不改三级跳目标

在赢下本赛季的第一场 “四川德比”

后，四川隆发的积分达到10分，依然占据着

中乙南区四强的位置， 而且与排名第二的

贵州智诚只有1分的差距。而四川力达士在

落败之后，前景显得有些不妙，目前该队仅

在南区9支球队中排名倒数第三位，要想进

入复赛的难度不小。不过，力达士俱乐部副

总邓兵昨日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 力达士

不会因为目前成绩不佳而改变 “一年冲

甲，两年冲超，三年冲亚冠”的目标，“目标

还是不会改变， 大家会尽全力去向目标发

起冲击，即便最后无法完成，至少也要做到

问心无愧。”

为了改变目前成绩不佳的现状，力达士

俱乐部准备在接下来进行一些调整，但不会

涉及到教练组方面， 邓兵说：“主要会在人

员上进行一些补充，我们在二次转会中还有

三个引进名额。 此前曾看好了一些球员，但

我们在观念上和很多传统俱乐部不一样，艾

总（投资人艾雅康）是要求按照企业管理的

方式来管理俱乐部，所以目前配股减薪后的

球员工资的吸引力可能不够，一些本来看好

的球员未必会来。 接下来我们会调整目标，

也会重新和几名球员再进行沟通。可以透露

的是，球队还是希望引进四川本土以及有经

验的球员，为我们这支很年轻的队伍带来更

多的本土味和经验。”

在力达士输掉昨日的“四川德比”后，外

界也有声音认为， 球队输球是因为力达士俱

乐部此前因配股而导致的内部问题仍未得到

解决， 但力达士俱乐部副总邓兵向成都商报

记者否认了这一说法。5月17日， 力达士在中

乙第4轮中主场0比7惨败于梅州客家，赛后邓

兵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力达士俱乐部在宣布

即将上市后， 准备实行所有球员配发原始股

份，但同时薪水减半的薪资改革措施，但当时

这一举措遭到很多球员的抵制， 他们也因此

被下放到预备队， 最终只有15名同意改革方

案的球员参加了与梅州客家的比赛。 邓兵昨

日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在我们第二次就

配股减薪一事向队员征集意见时， 所有球员

以及教练组都同意了俱乐部的这个改革方

案， 毕竟一个新鲜的事物要让大家接受是需

要过程的。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并没有因此影响到球队阵容的完整性。”

不过， 包括力达士队长卢成在内的一些

主力依然没有在昨日的比赛中上场，这也是与

贾天子、李放、王琪并称为“四川足球四小天

鹅” 的卢成在没有伤病的情况下连续两场缺

席联赛，对此卢成本人也表示不知道原因，而

外界则有传言称卢成遭到俱乐部的“封杀”。

昨日，邓兵也向成都商报记者解开了卢成缺席

之谜， 他解释说：“没有安排给卢成报名是教

练组的意思。原来本场报的大名单里有卢成的

名字，后来没有给他报名，我也向主教练胡一

俊了解过情况。主教练是认为卢成在战术纪律

执行方面有所不足，特别是在0比7输给梅州客

家的比赛中没有坚决地执行战术要求和战术

纪律。”邓兵表示，当时与梅州客家的上半场，

球队没有让对手取得可乘之机，半场0比0的比

分也让一些球员错误地认为可以吃掉对手，因

此没有执行胡一俊关于继续做好防守反击的

战术安排，最终导致彻底崩盘。

邓兵说：“我们是一支打防守反击的队

伍，因此对防守的要求特别高，胡指导在战术

纪律方面的要求也比较严。 连续两场比赛没

让卢成打，也是他在这方面出了问题，所以胡

指导选择了他认为执行力更强的球员。”邓

兵也没有透露卢成什么时候会重新得到上场

机会，他只是表示：“俱乐部管理层还是要尊

重教练组的选择和决定。”

热火加冕东部冠军

连续4年进总决赛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总决赛，热队又来了！昨日，热队在主场

以117比92狂胜步行者， 从而以4比2的总比

分击败对手，晋级总决赛。这样，热队成为继

凯尔特人、湖人之后，第三支连续4年进军总

决赛的球队。

在颁奖仪式上，第一个接过东部冠军奖

杯的球员，不是詹姆斯，不是韦德，不是波

什，居然是昨日只在垃圾时间里走走过场的

奥登。显然，老大哥们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激

励奥登。而奥登欣喜若狂，捧着奖杯跳起舞

来。如果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他肯定会说：

“谢谢热队，谢谢詹姆斯，谢谢老板……还要

谢谢步行者。”

真的，热队的确得谢谢步行者。在昨日

如此关键的比赛里，步行者表现出的只有

缴械的绝望。主帅沃格尔固执地用史蒂芬

森去和詹姆斯对位，结果他只能眼睁睁看

着史蒂芬森继续表演“滑稽戏”———要么

在詹姆斯倒地时跨在人家身上，让詹皇遭

受“胯下之辱”；要么在无球状态下，“调

戏”式地摸了摸詹姆斯的下巴……他想用

这些无厘头的方式激怒詹姆斯，但显然他

打错了算盘。詹姆斯当天贡献了25分、4个

篮板、6次助攻， 让史蒂芬森彻底沦为了

“小丑”。

而史蒂芬森的所作所为， 结果只有一

个，就是激励出了更强大的热队。当哈斯勒

姆在场边威胁史蒂芬森 “我抽死你” 的时

候，热队已经爆发。半场就落后26分，显示了

步行者的崩盘，他们自然信不过“抽风”的

史蒂芬森，更信不过希伯特———后者的出手

次数，全场只有3次。连主帅沃格尔都说，自

己的球队在跟“这个时代的乔丹（詹姆斯）

和公牛(热队)”抗衡，你还指望步行者有什

么力量逆转回天？

连续第四年杀入总决赛的热队， 现在

只剩下了最后一个目标———三连冠！ 西部

决赛还在进行，不管是马刺，还是雷霆，热

队都不陌生。 要知道，2012年热队夺冠，击

败的就是雷霆；而2013年，他们是在战胜马

刺后夺冠的。 这意味着不管谁与热队会师

决赛，主题都只有一个———复仇。“我们不

想要其他的对手， 也不可能换其他的对

手。”韦德说，“不管总决赛遇到谁，挑战都

会很大，马刺去年就差点儿赢了我们，而年

轻的雷霆，今年准备无疑更充分，哪支球队

对我们都会有挑战。”韦德强调的一点是：

当热队4年前第一次进军总决赛时，“我们

心里还有那么多不确定，但

是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总决赛，热队来了！距离

三连冠，还剩4场胜利。

特约记者 吴吉

热队连续四年杀进总决赛

西荷两强

公布世界杯23人名单

北京时间昨日，在2014巴西世界杯

同分在B组的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相继公

布了23人的世界杯参赛名单。西班牙队

在昨日凌晨的热身赛中主场2比0击败

玻利维亚，赛后西班牙主帅博斯克就宣

布裁掉纳瓦斯、伊图拉斯佩、莫雷诺和

德乌洛费乌这4名球员， 其中伊图拉斯

佩在与玻利维亚的热身赛中还作为首

发登场，德乌洛费乌也替补上场打了十

多分钟，显然他们的表现不能令博斯克

满意。而在稍后，博斯克又将皇马右后

卫卡瓦哈尔划出23人名单，有伤在身的

迭戈·科斯塔和争议较大的托雷斯都将

搭上前往巴西的航班。在西班牙的23人

名单中，巴萨有7人入选，新科西甲冠军

马竞也贡献了4人，但作为欧冠冠军，皇

马却只有卡西利亚斯、拉莫斯和阿隆索

这3名球员入围。

在荷兰队主帅范加尔公布的世界

杯23人名单中，范佩西、罗本、斯内德、

德容等名将悉数入选，范德法特因伤无

缘本届世界杯的消息在此前就已经被

披露， 因此他的落选并不让人意外，与

范德法特一同被范加尔放弃的还有雷

吉科、祖特、维莱纳、范安霍尔特、博埃

提斯以及普罗梅斯。 在荷兰队名单中，

总共有10名球员来自荷甲，本土联赛球

员几乎占据半壁江山也成为荷兰队在

本次世界杯上的一大特色，而费耶诺德

队共有5人入围， 成为为荷兰队贡献国

脚最多的俱乐部。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现场球迷罕见地为双方加油 摄影 张旭

詹姆斯力压保罗·乔治

卢成

“拍拍动”使用方法： 苹果、安卓手机用

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

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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