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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游泳赛10项纪录作古 孙杨收获5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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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历时8
天的2017年全国游泳冠军
赛17日在青岛收官。 奥运
冠军孙杨在男子1500米自
由泳决赛中收获个人第五
金，成为自由泳之王。本次
全国冠军赛共有6人打破
10项纪录，包括9项全国纪

录和1项亚洲纪录。
孙杨说：“我对这个成

绩挺满意的。之前没有在
一次比赛中比过这么多
项目，场场拼，确实有点
累，有点疲乏。这两天背
部和肩部特别疼。比赛后
我会继续把身体调整好，

做好下一阶段的比赛和
训练。”

先后改写男子100米
仰泳亚洲纪录、50米仰泳
和200米仰泳全国纪录的
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
赛中以24秒48夺冠， 比他
16日半决赛创造的全国纪

录慢了0.06秒。
广东名将刘湘在女子

50米自由泳决赛中击败浙
江两大高手朱梦惠和吴卿
风，以24秒81夺冠，可是刘
湘对自己并不满意：“我前
段时间一直在改技术，减
少了划水频率和呼吸次

数。刚开始时训练很痛苦，
不知道哭了多少次。 不过
这次比赛我的其他几个项
目都长成绩了。 此次成绩
应该游得更快才对。 本来
是想游到24秒6左右。”

（张旭东 周 欣 张
薇）

新华社消息 中国17
岁小将颜丙涛18日在谢菲
尔德举行的世界斯诺克锦
标赛首轮比赛中，以8∶10
不敌前世界冠军墨菲，无
缘16强； 中国香港选手傅
家俊与比利时小将布雷塞
尔打满19局，最后以10∶9
险胜对手晋级。

世锦赛首轮实行19局
10胜，分两个阶段进行，颜
丙涛在第一阶段比赛后，

以3∶6落后墨菲。 第二阶
段开始后， 墨菲率先拿下
一局， 将领先优势扩大为
7∶3，之后比分交替上升，
墨菲以9∶5拿到赛点。颜
丙涛随后发起反击，连下3
局将比分追成8∶9， 在第
18局的比赛中， 颜丙涛一
度领先， 但墨菲碰到一个
幸运的红球， 最终以67∶
65翻盘，颜丙涛遗憾出局。

来自山东淄博的颜丙

涛赛后对自己的发挥表示
满意， 他说：“从各方面来
说， 这次参加世界锦标赛
都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首次亮相克鲁斯堡剧院，
我学到了很多， 我相信明
年能发挥得更好。 我还年
轻， 将来我会有很多参加
世界锦标赛的机会。”

傅家俊与布雷塞尔的
比赛进行得同样紧张激
烈，第一阶段比赛后，傅家

俊以2∶7落后， 但他在第
二阶段比赛中发起绝地反
击，将比赛拖至决胜局，最
后以10∶9成功逆转。

其他比赛中， 两位前
世界冠军宾汉姆和艾伯顿
进入第二阶段的争夺，
2016年夺冠的宾汉姆以
10∶5获胜； 马克·艾伦则
以10∶8击败了吉米·罗伯
逊， 也顺利晋级16强。（王
子江）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4月17日，2017年第十三
届全国运动会资格赛暨全国古典式摔跤锦标赛在陕西
省西安市收官，我区13名运动员获得全运会资格。

本次比赛为期4天， 共有来自全国39支代表队的
300名运动员参加了59公斤级、66公斤级、75公斤级、
85公斤级、98公斤级、130公斤级、71公斤级、80公斤级
8个级别的比赛，我区共派出14名运动员参赛，12名运
动员代表我区参赛，两名运动员代表宁夏参赛。最终
经过激烈角逐，我区13名运动员获得全运会决赛参赛
资格， 其中崔双兴在66公斤级的比赛中夺得亚军，穆
文财夺得85公斤级铜牌，特格希夺得98公斤级铜牌。

央视消息 4月13日，
日本花滑女神浅田真央宣
布退役，让日本民众失落不
已。而奥运会、世锦赛和花
滑大奖赛冠军大满贯得主
羽生结弦17日也表示计划
在明年2月退役，短时间内，
日本滑坛最有人气的两名
选手都将退出一线舞台。

羽生在少年时代就成
功做到的阿克塞尔跳，正
是以浅田真央的动作作为

“教科书”的，后者宣布退
役后， 让很多花滑选手倍
感失落，羽生发布祝福，并

“告白”道：“一直很喜欢热
爱花滑的你！ 你以后也一
直会是我憧憬的存在。”

早在19岁时， 羽生就
在采访中明言：“（要在）23
岁（参加）平昌冬奥后正式
退役。”因为引来不小的骚
动， 他随后改口：“在平昌
冬奥会上夺金是我自小的
梦想，（之后退役） 是之前
的规划。 如果平昌冬奥没
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成

绩，会继续滑下去。”但是
随着他夺得索契冬奥会冠
军， 今年再度问鼎世锦赛
冠军， 退役日期不远的话
题再度浮出水面。

羽生未来“希望转型
为一名职业滑冰选手和当
教练培养新人”。日本业内

人士指出， 比起在奥运会
成就三连霸、 四连霸的伟
业， 他对培养后备人才更
有兴趣， 所以平昌冬奥会
后退役是羽生的意愿，“虽
然他自2013年以来成为多
家品牌的代言人， 但羽生
自己对名利不太留恋，希

望能退居一线培养更多优
秀的花滑选手。” 长相帅
气、 反应灵敏的羽生也被
娱乐圈多家经纪公司看
中， 不过这几年除了客串
过一部电影， 他对很多出
演邀请都拒绝了。

（宗 文）

主场奏凯 马刺骑士大获全胜
新华社消息 NBA季后赛的首轮较量18日继续

进行， 东西部两大劲旅骑士与马刺分别战胜各自对
手，在7战4胜制的系列赛中都取得2∶0的领先。

在上一场交锋中，骑士仅胜出1分，这也给卫冕总
冠军球队敲响警钟。此役，詹姆斯和他的队友们打得
更为强硬， 并在防守中打出了季后赛应有的强度。欧
文拿下全场最高的37分，勒夫贡献27分，詹姆斯得到
25分，在三巨头带领下，骑士当天顶住了步行者在第
四节的反攻，以117∶111捍卫了主场优势。

马刺当天以96∶82击退灰熊。伦纳德得到了他生
涯在季后赛最高的37分，并贡献11个篮板球，帮助马
刺大比分2∶0领先。

伦纳德此役手感颇佳，投篮14投9中，罚球19投全
中，成为主队获胜的关
键。此外，帕克贡献15
分， 另有3三名队友得
分上双。

灰熊方面，康利拿
下24分，兰多夫贡献18
分。两队第三场较量将
在20日移师灰熊主场
进行。

《广州日报》消息 据
外媒17日报道， 国际足联
（FIFA）要求俄罗斯电视频
道支付1.2亿美元才能获得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转
播权。

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

电视转播权仅为3200万美
元，时隔4年转播费翻了近
4倍，这引起了俄罗斯方面
的极大不满。 如果双方谈
判破裂， 意味着俄罗斯很
可能在明年的世界杯期间
没有电视转播。

据悉，FIFA此举是为
了弥补此前的财政危机。
据财务报告显示，FIFA在
2016年的收支状况为亏损
3.69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
1.5亿美元的亏损上涨了一
倍。2017年很可能将继续

亏损，数额有可能突破4亿
美元。 但FIFA方面自信在
2018年世界杯周期的盈利
额能达到10亿美元， 除赞
助费外， 电视转播权就成
了盈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 文）

自己演自己 马布里电影8月上映
央视消息 4月18日， 马布里利用休赛期的闲暇

时间， 参加了正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
节。心情不错的老马在微博上晒出了他与印度传奇影
星阿米尔·汗的合影，并称自己主演的电影《我是马布
里》即将于8月上映。

马布里的这部电影的英文名叫做 《My� other�
home》，据老马介绍，本片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和美国。
从海报上老马手持篮球的剪影，以及背景那颗巨大的
篮球也不难猜出，影片的主角就是他自己以及心爱的
篮球。吴尊、高以翔、王阳明、高云翔等一众型男这次
也将与马布里一起，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 （宗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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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克世锦赛：颜丙涛惜败 傅家俊晋级

羽生结弦明年2月退役

我区13名摔跤手闯入全运会决赛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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