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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赛周六鸣枪 草原健儿向十三运首金发起冲击
◎内蒙古看台
新报讯（记者 牛天甲）
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运
动会马拉松赛暨2017天津
（武清）国际马拉松赛将正
式开战， 该项比赛也是全
国十三运的首个正式比赛
项目， 内蒙古派出13名运

动员向首金发起冲击，届
时本报记者将到现场为读
者带来最新战报。
据了解， 本次马拉松
赛将在天津市武清区行
政中心前广场开赛，届时
将产生本届全运会首枚
金牌和全运会历史上第
一块群众组金牌。本次马

拉松赛分为专业组男女
个人马拉松、专业组女子
团体马拉松、群众组男女
个人马拉松5个组别，并
设有迷你马拉松大众跑。
本次马拉松赛路线为折
返、全封闭设计，起终点
均为行政中心前广场，途
经雍阳西道、 翠亨路、前

丁俊晖战胜奥沙利文进4强
央视消息 北京时间
4月26日晚，2017年斯诺克
世锦赛1/4决赛，奥沙利文

对丁俊晖的焦点战， 最终
丁俊晖13:10获胜， 首次在
世锦赛上击败奥沙利文，

禁赛期满
连续两年挺进4强！半决赛
的对手将是世界第一塞尔
比。
（宗 合）

火箭淘汰雷霆晋级 马刺爵士拿到赛点
新 华 社 消 息 4 月 26
日，在NBA季后赛中，火箭
主场105∶99再胜雷霆，从
而以4∶1的总比分淘汰对
手晋级西部半决赛。 马刺
与爵士也战胜各自对手，
以3胜2负赢得赛点。
尽管威斯布鲁克在雷
霆与火箭的比赛中打出准
三双， 但也无法改变雷霆
出局的命运。 前三节比赛
中，双方交替领先。在末节
较量中，火箭球员路易斯·
威廉姆斯站了出来， 接连
进攻得手， 帮助球队反超
比分， 随着哈登在比赛还
剩3分44秒时上篮成功，火
箭已经100∶91领先。处于
悬崖边上的雷霆此后命中
率依然低下， 最终吃下了
被淘汰的苦果。
马刺在当天的比赛中
主 场 116 ∶103 战 胜 灰 熊 ，
从而以大比分3∶2领先。
本场比赛马刺除了在首节
曾被对手压制之外， 其余
时间里都处于领先地位。
尽管灰熊曾在第四节将差
距缩小至4分，但伦纳德还
是帮助球队保住了胜果。
此役伦纳德拿下28分并有

新华社消息

4 月 26

军。而且，第二届、第八届、
第十二届比赛的亚军也是
内蒙古运动员， 这在中国
田径史上绝无仅有。 本届
马拉松赛内蒙古派出13名
运动员参加专业组全部项
目的争夺，其中，李春晖、
关思杨和赵佰东出战全程
男子马拉松赛， 韩睿翔和

新华社消息 因服用
禁药被禁赛15个月的俄罗
斯网球选手莎拉波娃将在
德国斯图加特复出， 但持
外卡参赛的这位俄罗斯名
将却引来不少非议。
去年初被查出服用禁
药的莎拉波娃拿到了德国
网球大奖赛的外卡， 于27
日首秀对阵意大利老将文
奇。最近几天，刚过完30岁

新华社消息

钱阿茹娜出战全程女子马
拉松赛，金铭铭、李科、史
立莹、何引丽、宫丽华和张
莹莹出战全程女子马拉松
团体赛。目前，我区运动员
已经抵达天津开始适应性
训练， 他们将以最好的状
态全力以赴向金牌发起冲
击。

莎娃德国首秀惹非议
生日的莎娃一直在斯图加
特的一家网球俱乐部秘密
训练， 准备迎接自己15个
月以来第一场比赛。
莎娃拿到主办方发放
的外卡引起了不少非议。她
首轮的对手文奇就表示，她
不赞同主办方的做法，莎娃
有能力重返赛场并赢得比
赛， 只是不应该依靠外卡。
前世界第一沃兹尼亚奇、波

贝尔恐因腿伤缺席欧冠半决赛
西甲皇

家 马 德 里 俱 乐 部 26 日 宣
布， 队中的威尔士前锋贝
尔被诊断出腿伤， 有媒体

兰人拉德万斯卡、罗马尼亚
人哈勒普等众多顶尖网球
选手也持同样意见。
“如果是我决定，那么
我会把外卡给茱莉亚 （格
尔格斯），但这是主办方的
决定。”现世界排名第二的
德国名将科贝尔说，“这就
是规则，她（莎娃）已经接
受了禁赛处罚， 我们必须
接受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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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他或将错过皇马的
欧冠半决赛以及本赛季西
甲剩余的所有比赛。
在与巴萨上演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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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助攻，灰熊队康利得到
26分。
同样距离晋级一步之
遥的还有爵士， 他们在客

德比中， 贝尔坚持了不到
半场就不得不因伤退场。
皇马称， 贝尔被诊断出左
腿小腿肌肉有二级伤情。
尽管俱乐部并没有给出贝
尔回归的时间表， 但西班

场96∶92战胜快船， 爵士
的海沃德得到27分， 快船
的保罗得到28分并有9次
助攻。

洛萨诺：把从中国男排身上夺走的东西还回来
日， 中国排协召开新闻发

进道、京津公路、福源道
等路段， 目前共吸引约
11000人报名。
马拉松是我区优势项
目， 在已经举行过的12届
全国运动会中， 我区运动
员分别取得了第一届、第
二届、第五届、第八届及第
十一届男子马拉松赛冠

为亚洲霸主并且获得2020

的立场来了解的。” 除了带领

年东京奥运会资格。

伊朗队击败中国队，洛萨诺表

布会， 中国男排国家队新

2016年6月里约奥运会

示自己在执教西班牙队时也

任外籍主教练、 阿根廷人

男排落选赛上，开局表现不

曾率队战胜中国队，
“
因此，今

劳尔·洛萨诺率领自己的

错的中国队在第五场比赛

天我想把一些在其他场合从

教练团队正式亮相。 这位

中遇上亚洲劲旅伊朗队，结

中国队身上夺走的东西归还

中国男排历史上的首位外

果中国队苦战5局不敌对

给中国队，带领中国男排回到

教肩负着开创男排“新时

手,当时执教伊朗队的正是

奥运会赛场。除此之外，我们

代”的重任。未来4年里，他

洛萨诺。 洛萨诺说：
“
我其实

还要着力于提高中国球员和

的任务是带领中国男排成

很了解中国队，但是是以对手

球队的整体水平。”（徐 征）

牙当地媒体广泛报道称，

冠半决赛， 还将错过本赛

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两回

贝尔将休战一个月左右，

季西甲联赛皇马剩余的所

合的比赛战胜马竞，贝尔或

这就意味着他不仅将错过

有6场比赛。

许可以及时康复， 赶上在6

皇马对阵马德里竞技的欧

不过，如果皇马能在贝

月3日进行的欧冠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