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女排 豪夺亚俱杯第五冠

李盈莹获得 MVP和最佳主攻两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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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甲第八轮———

贵州恒丰 6：2狂胜浙江绿城

本报讯 2019中国足协甲级联

赛第八轮 5 月 5 日 15:30 在黔南州

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贵州恒丰对阵

浙江绿城。 上半场贵州一球落后，

下半场开场 20 分钟内， 贵州恒丰

连中三元，逆转比分。 最终，贵州恒

丰 6 比 2 战胜浙江绿城，止住本赛

季中甲三连败的颓势。

绿城中场邹宇成因为禁区内

故意手球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

被罚下。 随即，马格利卡罚进点球，

贵州恒丰先进一球。 第 28分钟，浙

江绿城陈柏良进一球。 双方 1 比 1

平。 44分钟，浙江绿城两名外援配

合密切。 再进一球，上半场浙江绿

城 2比 1领先贵州恒丰。

贵州恒丰马格利卡上演帽子

戏法， 贵州恒丰 5 比 2 浙江绿城。

同时， 马格利卡凭借这一进球，登

上 2019 中甲联赛射手榜榜首宝

座。 85分钟，刚刚换上的球员法图

斯头球补射， 对方守门员脱手，贵

州恒丰再进一球。最终，贵州恒丰 6

比 2 浙江绿城，锁定本场比赛的胜

局。

浙江绿城本赛季中甲排名第

5 名，战绩为 4 胜 1 平 2 负。 在足

协杯， 浙江绿城败给山东鲁能泰

山。 上一轮中甲比赛，又输给梅州

客家，其连败两场，士气也有一定

程度的削弱。 中甲排名第 10 名的

贵州恒丰，3 胜 1 平 3 负， 各项比

赛中 4 连败， 中甲比赛 3 连败，在

“节节败退” 之中的恒丰，需要一

场胜利鼓舞士气。

本轮比赛， 不仅依力哈木江

时隔千日进球，赵和靖、法图斯分

别创造了本赛季的个人第一枚进

球。 马格利卡更是上演帽子戏法，

以本赛季 7 个进球的战绩问鼎射

手榜。

此次，在浙江绿城开场不久一

名球员被罚下场，贵州恒丰抓住机

会，多点开花、全力进攻，戏剧性地

逆转比赛，现场球迷甚至激动得放

烟花。 在马格利卡换下场时，球迷

对这名功臣报以热烈的掌声。 久违

的胜利果实，也让郝海涛稳住了主

帅的席位。

（本报记者 杜立）

贵州恒丰队球员赵和靖（右）

在比赛中和浙江绿城队球员迪诺拼抢

贵州恒丰队球员马格利卡（右二）在比赛中头球攻门

贵州恒丰 6：2胜浙江绿城

开赛第18分钟

下半场开赛76分钟

鼓舞士气的胜利

上演帽子戏法

本报讯 记者从贵阳棋院获悉，

贵阳市（二、三级）象棋裁判员培训

班将于 6 月 15 日至 6 月 16 日在贵阳

市云岩区东山小学举办，本期培训班

计划培训 50 人， 主要培训对象为贵

阳市区（市、县）棋协、培训机构、中

小学教师。 年龄在 18 周岁至 50 周

岁，具有一定象棋基础者，可于 5 月

15 日至 5 月 30 日报名。 报名邮箱：

gysqx85811369@163.com； 报名电话：

0851—85811369。 本次象棋裁判员培

训不收取培训费，中餐由贵阳市棋协

免费提供。

本次培训，由贵阳市棋协特聘具有

国家级资质水平的象棋裁判员担任本

次培训教师，培训内容为中国象棋竞赛

规则；裁判法、职业道德及礼仪、电脑编

排、实践等。培训人员经过理论学习、笔

试、面试、实践综合考核成绩合格的，可

根据考试成绩颁发二级裁判员、三级裁

判员等相应资质等级证书。

据贵阳市棋协相关负责人卢熙修

介绍， 举办本次培训班是为了不断提

高象棋裁判员的专项业务水平， 积极

开展贵阳市棋类体育项目推广普及工

作，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贵阳将举办

象棋裁判员培训班

据新华社电 美职篮西部半决

赛金州勇士队和休斯敦火箭队的

对决 4 日进行了第三场较量，输不

起的火箭主场凭借哈登的 41 分，

加时 126 比 121 击败勇士，将总比

分追成 1比 2。

此前两战勇士主场都顺利拿

下， 回归休斯敦火箭不容有失。

“大胡子” 哈登在第二战被勇士悍

将格林打伤眼睛，此战依然左眼布

满血丝， 好在哈登的准头还在，他

全场攻下 41 分、9 个篮板和次 6

助攻，并且在加时赛投进关键三分

球，帮助球队击败勇士。此外，戈登

表现也可圈可点，他贡献 30 分，其

中包括七个三分球，成为哈登最得

力助手。

首节勇士里突外投获得 10 比

4的领先， 随后稳住阵脚的火箭开

始反击，两队你来我往，互有攻防，

火箭第一节以 25比 26落后。 第二

节戈登挺身而出，单节贡献 13 分，

率领火箭打了勇士一个 33 比 23，

上半场结束时以 58比 49领先。

加时赛中， 勇士没有抓住机

会， 库里甚至还有上篮不进的情

况，而火箭则在关键的几个回合中

得分，从而锁定胜局。

勇士先发五将得分全部上双，

但是替补贡献要比火箭逊色很多。

首发球员当中，杜兰特狂掠 46 分，

但也只能品尝失利的苦果。 此外，

格林攻下 19 分、11 个篮板和 10 次

助攻，库里摘得 17分。

下一场较量还将继续在休斯

敦进行，时间是 7日。

火箭加时力克勇士 总比分1:2�落后

下一场较量还将继续在休斯敦进行，时间是7日

火箭队球员哈登（左）在比赛中进攻受阻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2019 年的温布尔登

网球公开赛将推出一项重大的规则改

革， 每场比赛的决胜盘不再沿用以往

的“长盘决胜” 制，而是在双方打到

12:12时，通过“抢七”决出胜负。

按照以前的规则，决胜盘打到 6:6

后，一方至少领先对手两局才能获胜，

这导致很多比赛时间拖延得太久。 因

为这个原因， 温网历史上时间最长的

一场比赛打了 11 个小时零 5 分钟，那

是 2010 年美国选手伊斯纳击败法国

选手马胡特的男单比赛， 最后决胜盘

打到 70:68才决出胜负。

温网首席执行官理查德·刘易斯

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决

定，他说，这项新的计分规则将在所有

的预选赛、 男女单打和双打项目中实

行。 轮椅项目比赛仍然实行原来特别

制定的规则。

组委会还透露， 今年的温网比赛

奖金又有了大幅度增加， 总奖金额达

3800 万英镑 （约合 3.344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2%。 其中男女单打冠

军的奖金都是 235 万英镑（约合 2068

万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4%。 打进男

女单打正赛第一轮的选手就可以获得

4 万 5 千英镑 （约合 39.6 万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15%。

组委会还带领记者参观了修葺一

新的一号球场，球场的移动顶棚将在今

年夏天的比赛中首次投入使用，一号场

的观众席位也增加到了 12345个。

另外，从 2020 年起，温网的购票

方式出现重大改革，实行了 95 年的通

过寄信参与抽签的购票方式让位于网

络抽签。 自 1924 年以来，温网要求所

有想观看比赛的球迷， 必须首先将印

有个人地址的信封寄到组委会索要一

份报名表， 填好表格后再寄回组委会

才能获得抽签资格。

今年的温网比赛将在 7 月 1 日至

14日举行。

温网改规则

取消“长盘决胜”

本报综合消息 5 月 5 日，

2019 年亚洲女子排球俱乐部锦

标赛在天津结束决赛较量，天津

渤海银行女排以 3-1 击败王娜

加盟的泰国春武里至尊，夺得冠

军，这是球队时隔七年后，夺得

亚俱杯历史第五冠，四局比分为

25-18、35-33、15-25、25-19。 李

盈莹获得 MVP 和最佳主攻两项

大奖。

比赛焦点：

1、 天津女排以 3-1 击败春武

里至尊，时隔七年、第五次获得亚

俱杯冠军， 之前四次是 2005 年、

2006年、2008年和 2012年。

2、 这是中国俱乐部时隔 6 年

再夺女排亚俱杯冠军， 上一次是

2013年恒大女排登顶。

3、 刘晓彤和龚翔宇临时加盟

天津女排，两人首次获得亚俱杯冠

军殊荣。

4、 中国球员王娜加盟的春武

里至尊错失三连冠。

首发阵容：

天津女排首发阵容为主攻李

盈莹、刘晓彤，副攻王媛媛、李雅

楠，接应龚翔宇，二传姚迪，双自由

人刘立雯和孟子旋。 春武里至尊首

发阵容为主攻维拉万、 阿普利亚，

副攻普莱姆基特、阿姆蓬，接应阿

耶查拉蓬，二传王娜，自由人皮亚

纳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