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遥望美洲杯·

●● ●● ●●

2015年 6月 19日 星期五 体育新闻HENAN DAILY01 责任编辑 黄 晖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经过 4
天激烈角逐，2015年全国夏季游泳
锦标赛暨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游
泳资格赛，18 日在福州落下帷幕。
我省游泳运动员在本次比赛中发挥
出色，共拿到了 20余张决赛门票。

此次赛事既是全国夏季游泳锦
标赛，又是首届青运会游泳资格
赛。本次比赛我省共派出了 50 余
名选手参加比赛。根据相关竞赛规
程，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成绩标准，成

绩达到该标准的运动员将获得各项
目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游泳比赛
决赛阶段的门票。经过比拼，我省
运动员共拿到了 20 余张跻身决赛
的门票。

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将于
10 月份在福建举行，将完成 26 个
大项、30 个分项、306 个小项的比
赛，预计将有 82个代表团近 2万名
运动员、教练员以及技术官员参
赛。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6 月 18
日，记者从郑州市体育局获悉，在刚
刚结束的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网
球项目预赛中，郑州选手收获了男
单、男双、女双 3个项目的 4张决赛
门票。

此次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网
球预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城市代表
队的 19支男队、20支女队共 222名
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比赛为期 14
天，设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

单打、女子单打和混合双打 5 个项
目。根据相关竞赛规程，获得团体
前 8 名、单打前 32 名、双打前 16 名
的团体或运动队，将获得参加第一
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决赛阶段比赛的
资格。郑州市共派出了 10 名运动
员参加本次预赛全部 5个项目的争
夺，最终，纪昂、杨明远收获了两个
男单以及男双项目的决赛资格，李
邓琳/毛一珂则收获了女双决赛资
格。④11

6 月 17 日，第 15069 期大乐透
开 奖 再 送 出 7 注 头 奖 ，包 括 1 注
1883 万多元追加头奖及 6 注 1177
万多元头奖。当期合共送出 3800
万元派奖金，目前派奖金尚结余
2900万元，3.6亿元派奖活动将再次
延期至本周六晚的第 15070期。

第 15069期大乐透的中奖号码
为：前区“02、09、11、22、25”；后区

“01、07”。一等奖中出 7注，单注奖
金 677万多元，派奖每注 500万元，
单注总奖金 1177万多元；其中 1注
追加，还可额外多拿 406 万多元追
加奖金及 300 万元派奖奖金，单注
总奖金 1883万多元。

当期河南中得1注追加一等奖及
1注基本一等奖，成为出奖大赢家。其
中追加一等奖出自新乡，中奖彩票上

仅有1注单式号码，中奖者仅花3元便
捧得1883万多元奖金；基本一等奖出
自商丘，中奖彩票是一张2184元的胆
拖复式票，除了1注一等奖外，还中出
2注二等奖 33注三等奖、231注四等
奖、495注五等奖、330注六等奖，单票
总奖金达1198万多元。

另外5注基本头奖分别出自广东、
江苏、上海、云南、浙江。④11（肆 颜）

青运会游泳预赛收官

我省20余泳将跻身决赛圈

青运会网球预赛结束

郑州队收获四张决赛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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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河南爆出俩头奖

本报讯（记者李若凡）6月 18
日，记者从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获
悉，在中国排协日前公布的国家男
排二队集训大名单和国家女排二队

（国奥U23）第二次集训大名单中，河
南天冠男排李渊博，河南鑫苑女排

李伟伟、范香郴3位小将榜上有名。
据了解，此次新组建的国家男

排二队主要任务是完成 2015年世
界青年男排锦标赛等比赛任务。
由于河南男排副攻李渊博正在随
男排国家队征战世界男排联赛，因

此暂不用去国家男排二队报到。7
月 8日，国家男排二队将在老帅鞠
根寅的带领下在国家体育总局秦
皇岛训练基地展开备战集训。

新组建的国家女排二队（国
奥U23）的主要任务则是完成今年

的世界女排 U23锦标赛任务。河
南女排副攻李伟伟和主攻樊香
郴，将于 7月 5日到湖南郴州体育
训练基地报到，参加此次国家女
排二队的集训。

目前，我省共有朱婷、崔建军

和焦帅三位球员在国家女排和男
排中担当主力，加上此番入围国
青队的 3 位小将，我省共有 6 位
男、女排球运动员身披国家队和
国青队战袍，充分显现了近年来
我省排球项目的进步。④11

河南 3名排球小将入选国青队
河南排球“国字号”球员增至 6名

新华社加拿大埃德蒙顿 6月 17 日
电 加拿大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17日全部
收官，法国、英格兰、哥伦比亚和韩国队
瓜分了最后 4 个出线名额，世界杯 16 强
全部产生。与此同时，淘汰赛的对阵和
冠军路线图也宣告出炉。中国队所在的
半区集齐了世界排名前三位的德国、美
国和法国队，堪称“魔鬼半区”。

在 E组，已提前锁定小组第一的巴西
队 1∶0战胜哥斯达黎加队，成为继日本队
后第二支小组赛三战全胜的球队。韩国
队 2∶1逆转西班牙队，以小组第二的身份
杀进 16强。哥斯达黎加队虽然获得小组
第三，但仅积 2 分的她们与积 3 分、净胜
球为－7的 B组泰国队一起，成为成绩最
差的两支小组第三，惨遭淘汰。

F组中，法国队在最后一轮总算打出
了霸气，5∶0狂胜墨西哥队，积 6分以小组
第一身份出线。英格兰队 2∶1 战胜哥伦
比亚队，以净胜球劣势屈居小组第二。
哥伦比亚队积 4分，获得小组第三，与荷
兰、瑞士和瑞典一起成为 4支成绩较好的
小组第三，搭上了 16强的末班车。

从进入 16 强球队的洲际分布来看，
亚洲进步明显，亚足联范围内的中国、日
本、澳大利亚和韩国 4支球队晋级；欧洲
仍处于霸主地位，有 7 支球队晋级。另
外，北美洲和南美洲各有两支，非洲仅喀
麦隆一支球队出线。

至此，八分之一决赛的对阵也全部
出炉：分别是，中国对喀麦隆、美国对哥
伦比亚、德国对瑞典、法国对韩国、巴西
对澳大利亚、日本对荷兰、挪威对英格兰
和加拿大对瑞士。④11

女足世界杯十六强出炉

中国队落入
“魔鬼半区”

中国男足和智利男足的队
长近日不约而同地“摊上事儿”
了，先是郑智因在中超踩踏对手
被停赛 3 场，而后比达尔在美洲
杯期间酒驾酿成车祸。但两位

“犯错”的队长都得到了原谅，郑
智随队参加了俄罗斯世界杯预
选赛 40 强赛，比达尔也在车祸
后第二天获释，并被智利主帅圣
保利允许继续征战美洲杯。

为何在联赛中被禁赛的郑
智仍可代表国家队出战？中国
足协副主席魏吉祥称这是基于
国际惯例、主帅佩兰的建议以及
郑智良好的道歉态度等原因。
根据国际国内各类足球竞赛规
程与处罚惯例，对于运动员的停
赛处罚只在同一类比赛中执行，
佩兰也希望郑智可以“戴罪立
功”。

郑智的案例或还有国际惯
例可循，而比达尔的错误似乎更
加“不可饶恕”。在智利队作为
东道主全力征战美洲杯期间，队
长比达尔利用主帅给主力的半
天假期，跑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南部的一个赌场喝酒，之后还驾
车酿成车祸，他的法拉利汽车左
侧被撞得面目全非，好在他本人
并无大碍。

在智利，对于酒驾的惩罚原
本非常严格。不过，比达尔只是
受到了象征性的惩罚，智利警

方、法院、足协、国家队现在都是
息事宁人、专注赛事的态度。比
达尔本人也在当天用一场声泪
俱下的道歉会进行忏悔。

与此同时，圣保利也表示不会
将他开除出队，“比达尔是一个非常
有价值的球员……不能因为有人
犯错误了就将其排除出国家队。”

从主帅的表态中不难看出，
比达尔对于智利队的重要性，毕
竟这位尤文图斯的中场大将在
前两场美洲杯比赛中打入 3 球，
是球队的绝对核心。

两人能有“戴罪立功”的机
会，当然是由于对各自球队都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因为两
位队长“犯错”的时间点都处在
国家队关键战前。郑智的那次
犯规是在中国队即将在昆明集
结备战 40 强赛首战之前，而比
达尔闯祸则是在美洲杯小组赛
期间，智利即将迎来第三轮与玻
利维亚的小组头名之争。

比达尔和郑智虽然都幸运
地避免了被国家队禁赛的极刑，
但两人必须因此警醒并会引以
为戒。而其他球员也不能因为
这样的例子而心存侥幸，无视赛
纪、队规、甚至法律。

接下来，除了看智利“黄金
一代”冲击美洲杯冠军之外，比
达尔会被主场球迷如何对待，也
值得关注。④11

从比达尔说到郑智
□新华社记者 姬烨 冷彤 赵焱

▶智利国家足
球队中场主力比达
尔 17日被批准有条
件获释。他必须每
月向司法部门签字
报到，在司法调查期
间他的驾照将被暂
扣。图为比达尔在
发布会上道歉。

新华社发

6 月 17 日，在 2015 美洲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
首场爆冷不敌委内瑞拉的哥伦比亚队再度曝出不大
不小的冷门——1 比 0 战胜巴西队。巴西队不仅输掉
了比赛，内马尔（右）还因赛后与哥伦比亚队球员巴卡
发生冲突而吃到红牌，图为冲突瞬间。 新华社发

巴西队输球巴西队输球
内马尔染红内马尔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