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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9 月 8
日，2015年全国男子排球锦标赛在
漯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拉开战幕。
在首日比赛中，河南天冠男排 3∶0
零封广东男排，迎来本次比赛的开
门红。

本次锦标赛由中国排球协会和
中央电视台主办、河南省体育局和
漯河市人民政府承办，为期 7 天。
这也是该项赛事连续 10 年落户漯
河。共有来自全国的 13 支男排参
加本次比赛，这些队伍按照上赛季
全国男排联赛的成绩进行蛇形排列
分为四个组，分别是 A 组：上海、福
建、浙江；B 组：山东、河南、广东；C

组：北京、八一、河北；D组：江苏、四
川、天津、湖北。本次比赛分为四个
阶段进行。

由于中国男排一队近期没有比
赛任务，河南男排两大主力崔建军
和焦帅得以随队参加本次比赛。在
昨天进行的首轮比赛中，面对实力
并不算太强的广东男排，河南男排
的小伙子们打得较为轻松，最终以
25∶14，25∶22和 25∶17连下三城，迎
来本次比赛的首场胜利。 谈及本次
比赛的目标，河南男排主帅梁杰表
示：“这次比赛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
进一步磨合阵容，大军和焦帅也都回
到了队中，希望能打进四强。”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9 月 8
日，记者从省残联获悉，第九届全国
残疾人运动会即将在成都开幕，河
南代表团 101名运动员今日将出征
成都。

据 了 解 ，第 九 届 全 国 残 疾 人
运动会将于 2015 年 9 月 12 日至 19
日分别在四川省成都市、眉山市
举行，全国将有 35 个代表队、3800
余人参加此届残疾人运动会，其
中的 2300 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参
加 13 个大项、592 个小项的角逐。

我省也组成了 101 人的残疾人体
育代表团参加本届全国残运会田
径、游泳、乒乓球、飞镖、象棋、轮
椅 篮 球 等 6 个 大 项 135 个 小 项 的
比赛。

全国残疾人运动会是比赛项目
内容有针对性地为残疾人运动员设
置的全国性体育赛事。1984 年我
国正式举办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以
来，每四年一次的综合性全国残疾
人运动会目前已形成制度，到 2011
年已举行了八届。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9 月 8
日，首届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报
名持续升温中，报名人数突破万人
大关，组委会决定将报名时间延期
至本月 15日。

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首
届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将于 9月
19 日在郑州举办。徒步走这种健
身方式正日益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
支持，据有关专家对各种全民健身
方式调查，发现徒步走是适合大众
健身的最好运动方式之一。

首届徒步大会目前报名火爆，
郑州和勤青年志愿互助中心的 30
名盲童也在家长和志愿者陪同下，

决心走完 5 公里路段；参加过抗美
援朝的老战士也有 20 多人报名观
摩；不少年轻父母也愿意带着孩子
和老人参加；大连、秦皇岛、西安等
地的徒步团体也纷纷致电，报名参
加徒步大会……据介绍，近几天每
天的报名者都超过 300人。

目前，徒步大会报名人数已达
16850名，志愿者2000人，想要报名的
市民可登录徒步大会官方网站（www.
zgwalk.com）报名，也可拨打报名热线
0371-86526590、13592601977。 报
名者每人要交纳人民币20元，用于为
每位报名者统一购置有大会标识的遮
阳帽、文化衫、不干胶贴、保险、徒步手
册等。④11

全国男排锦标赛昨日漯河开赛

河南开门红 目标进四强

第九届全国残运会即将开幕

我省运动员今日出征成都

郑港徒步大会报名延至15日

新华社纽约9月7日电 美网 7日爆出一
大冷门，男单 3号种子穆雷以 6∶7（5∶7）、3∶6、
7∶6（7∶2）和 6∶7（0∶7）不敌来自南非的 15号
种子安德森，无缘八强。

此前，这位英国头号男单曾连续 18次杀
入大满贯赛四分之一决赛，而这次出局是他
5年来首次无缘大满贯八强。

“我面对的是一位极其出色的球员，比赛
很艰难，他发球很棒。”穆雷赛后说，“我们之
前在硬地交手过几次都很接近，我想硬地应
该是他最喜欢的场地。”

这场较量耗时 4 小时 18 分钟，身高 2 米
03 的安德森全场共轰出 25 记 ACE 球，个人
职业生涯首次杀入大满贯的四分之一决赛，
将对阵来自瑞士的 5号种子瓦林卡。

赛后安德森表示：“无法用语言形容了，
这是我职业生涯打得最好的比赛之一，我今
天发球很不错。”

首盘两人就打到抢七局，结果安德森
7∶5赢得抢七大战。第二盘安德森分别在第
二局和第六局破发，从而以 6∶3 取胜。第三
盘和第四盘两人又都战至抢七，第三盘穆雷
以 7∶2 大胜，但关键的第四盘抢七，南非“大
炮”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 7∶0让穆雷尴尬

“吞蛋”。④11

美网男单穆雷爆冷
5年来首度无缘大满贯八强

穆雷虽然大满贯冠军少穆雷虽然大满贯冠军少，，但但
好歹也常进八强好歹也常进八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沈阳9月 8日电 在一
场不算精彩的比赛中，中国男足在
沈阳 3∶0 战胜了亚洲末流的马尔
代夫队。这场胜利让此前还处于
0∶0 战平中国香港队窘迫中的国
足，稍稍缓过了点神。

与马尔代夫的比赛本是一个
客场，但由于马累球场不符合比赛
标准，中国队冲进韩日世界杯的福
地沈阳临时承办了这场比赛。共
有 2.8万余名球迷来到沈阳奥体中
心为国足加油助威。

延续了 0∶0 战平中国香港队
的沉闷，国足踢得并不好。与上一
场于大宝出任单前锋不同，主教练
佩兰在这场派上了杨旭和于大宝
两名前锋。虽然于大宝在第 7 分
钟幸运吊射破门，但在之后 50 分
钟时间里，中国队虽然控制了比赛
节奏，但没有制造出威胁机会，连
看家的头球也不占优势。

定位球在下半场救了中国队
的命。郑龙在第 56分钟和 65分钟
的两个角球，帮助于大宝和张琳芃
分别头球破门。除了三个进球，于
汉超和于大宝还都有破门机会，但
都被表现神勇的马尔代夫队门将

化解。
虽然对手和中国队不在一个

档次上，但胜利还是让佩兰放松了
很多，他说，我们取得了胜利，完成
了既定目标。要知道卡塔尔队直
到最后一分钟才攻破马尔代夫队，
而我们进了三个球，这对我们的信
心是个提升。

实力较弱的马尔代夫队并非
不堪一击。在于大宝打进第二个
进球之前，他们就惊出了中国队门
将王大雷一身冷汗。在长传过了
中国队的顶后，马尔代夫队形成了
单刀机会，只是最后的射门稍稍偏
出。

马尔代夫队主教练伊斯梅尔
赛后说：“我们有一些不错的机会，
可惜没有把握住。”

战胜弱旅的比赛，中国队也付
出了不小的代价，梅方和队长郑智
分别在第 61分钟和 90分钟被出示
了黄牌。

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40 强赛三轮过后，中国队两胜一
平积 7分。10月 8日，国足将赴客
场 挑 战 小 组 实 力 较 强 的 卡 塔 尔
队。④11

国足世预赛小组赛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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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宝于大宝（（中中））进球后与队友庆祝进球后与队友庆祝。。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