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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紫昌2射3传
U23国足6：2胜朝鲜

昨天 16点，中国U23国家队
在重庆万州牌楼体育场与朝鲜
U23 国家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最终，中国U23国家队6：2大胜。

第 55 分钟，黄紫昌打破僵
局；第 59、63分钟，黄紫昌两次助
攻，曹永竞、姚均晟先后得分；第
66分钟，唐诗点球命中扩大比分；
第 75分钟，唐诗接黄紫昌助攻梅
开二度；第 88 分钟，钟坤宋头球
扳回一分；补时第 3分钟，黄紫昌
梅开二度；补时第 5分钟，朱光永
任意球得分。

为备战参加 2018 年第十八
届亚洲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的比
赛，中国 U23 国家队定于 5 月 23
日至6月11日期间赴重庆市万州
区组织集训并参加热身赛事。
U23国足是由国家队主教练里皮
的助手马达洛尼挂帅，德罗索、庞
利担任助理教练。此前U23国足
与纳米比亚进行了 2 场热身赛，
首战 4：2 获胜，次战 0：1 小负。

网体

看江苏体育休闲频道
《体彩世界杯》
答题赢华为P20手机

世界杯即将燃情开场，江苏
体彩的各类活动，让购彩者和广
大球迷尽享实惠。6月14日-7月
15 日每晚 19：30 至 20：00，收
看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播出的《体
彩世界杯》节目，不仅有新鲜的
世界杯及体彩资讯、专家解读；
而且参与答题，每天都有机会赢
取华为 P20 手机。此外，6 月 13
日-7 月 14 日，您只要走进江苏
省内的体彩网点，就有可能撞上
体彩送出的大运。

《体彩世界杯》 是世界杯期
间专门为广大购彩者和球迷们打
造的一档节目，一共 32 期，这
里既有世界杯有趣及有价值的资
讯，也有体彩相关信息，让您对
世界杯最新战况和体彩情况有重
点并直观的了解。

《体彩世界杯》 节目将邀请
体彩专家和主持人一起，聊聊世
界杯和体彩竞猜中有趣的事，并
从竞彩的角度来分析世界杯的形
势，以及竞彩购买的窍门和方
法。

收看 《体彩世界杯》，还能
参与有奖答题。节目播出期间，
将从参与答题且答对的人中进行
抽奖。届时，每期将送出特等奖
1 个，奖品为华为 P20 手机；优
秀 奖 10 个 ， 奖 品 为 小 米 电 水
壶；参与奖 10 个，奖品为小米
米家感应夜灯。

6 月 13 日-7 月 14 日，您只
要走进江苏省内的体彩网点，就
有机会撞上体彩送出的大运，不
仅能参与世界杯趣味活动，还能
赢得手机。届时，每天将送出 7
部 vivo 手机。每天撞大运的情
况，将在次日的 《体彩世界杯》
节目播出。同时，节目也将预告
第二日“体彩撞大运”的地区。

（镇江体彩）

斯蒂芬斯回球下网，哈勒
普终于在个人第四次大满贯
决赛之旅中圆梦。

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罗
马尼亚选手在9日进行的法网
女单决赛中以 3:6、6:4、6:1 逆
转战胜美国选手斯蒂芬斯，生
涯首度摘得大满贯冠军。

哈勒普在此前与斯蒂芬
斯的七次交手中五次取胜，近
四次碰面全部告捷。前三局
双方各自保发后，斯蒂芬斯在
第四局率先完成破发。脚步
移动快、球风稳健是两人的共
同特点，但哈勒普在相持球过
程中失误逐渐增多，斯蒂芬斯
凭借中段连下三局的表现以4:
1领先。

尽管哈勒普保住了接下
来的两个发球局，却难以在斯
蒂 芬 斯 的 发 球 局 中 有 所 作
为。随着她一记反手回球出
界，美国姑娘以6:3赢下首盘。

第二盘哈勒普一上来就
遭遇破发，斯蒂芬斯连破带保
后局分 2:0领先。此时斯蒂芬
斯的失误开始增多，哈勒普趁
机在第四局首度破发，连胜四
局扭转颓势。斯蒂芬斯在第
八局将局分扳为 4:4 后，哈勒
普在第十局完成破发，以 6:4
将比赛拖入决胜盘。

哈勒普信心大增，决胜盘
跑动更加积极，击球质量明显
上升，势不可挡地连下五局奠
定获胜基调。尽管斯蒂芬斯

扳回一局，哈勒普还是在接下
来的发球胜赛局中抓住机会，
锁定大满贯首冠。

这是哈勒普第三次闯入
法网决赛。她曾在 2014 年和
2017 年的决赛中分别负于莎
拉波娃、奥斯塔彭科。赛后哈
勒普捂住双眼，表情较为平静

地接受胜利，斯蒂芬斯也走过
球网向其表示祝贺。

颁奖仪式上，哈勒普紧紧
地将脸贴在象征法网女单最
高荣耀的苏珊·朗格朗杯上，
此刻她终于摆脱了大满贯无
冠的魔咒。

新华

哈勒普法网女单折桂
生涯首获大满贯冠军

在 10 日举行的国际乒联
2018 世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
中，中国名将张继科惜败日本

“超级新星”张本智和，与男单
冠军失之交臂，张本智和夺得
冠军。

10 日下午的决赛中，张继
科开局状态不错，先以 11:9、11:
8拿下两局，之后张本智和迅速
调整状态，以 11:9、11:4 扳回两
局。老将张继科凭借丰富的经
验拿下第五局，不过小将张本
智和又立马“回敬”一局，双方
进入决胜局较量。

第7局，张本智和一度打出
了5：1的开局，但是张继科一路
将比分追至 9：9，并率先取得赛
点。此时，张本智和连追2
分，将比分反超为
11：10，取

得赛点，而张继科依然没有放
弃，再次得分将比分扳为 11：
11。最终，张本智和连得 2 分，
险胜张继科，获得男单冠军。

已经30岁的张继科在缺席
国际比赛大半年后于 5 月下旬
复出，在香港公开赛中惨遭“一
轮游”后，上周又在中国公开赛
中以 0:4速败张本智和，再次遭
遇“一轮游”。虽然此次比赛再
败，张继科在赛后还是对自己
的整体表现表示肯定，他说：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
到这种水平，我还是觉得不错，

抛开比赛的输赢不说，自香港
公开赛以来，我觉得自己还是
一次比一次进步。”

但是张继科也表示，由于
近期比赛打的少，这次比赛暴
露出一些问题，例如相持球失
误比较多，决赛打到第七局关
键分时，基本功发挥不稳定。

“马上就要赢得比赛的时候，战
术意识显得不够。”

张本智和也超越2014年夺
冠的中国选手于子洋（当时 16
岁），成为日本公开赛史上最年
轻的男单冠军。这位14岁的新
星在此次日本公开赛中势头强
劲，尤其在9日击败奥运冠军马
龙后，引得全场哗然。张本智
和表示，能够战胜自己的偶像

马龙和张继科感觉既“出乎意
料”，同时也很开心，下一步将
继续努力，争取在 2020 年东京
奥运会上赢得好成绩。

张继科在赛后记者会上也
对张本智和在近期比赛中取得
的进步表示祝贺，他说：“很欣
慰中国队能够遇到这样强大的
对手，让中国队在以后的比赛
中不再孤单、寂寞。”

在女单决赛中，刚刚登顶世
界第一的国乒小将王曼昱2：4不
敌日本选手伊藤美诚。19 岁的
王曼昱堪称今年表现最好的国
乒女将，这个赛季她已经拿下
了 6 个冠军头衔。过去两站公
开赛，她完成了两连冠，在日本
公开赛半决赛中，她战胜了队
友刘诗雯。或许是连续征战的
疲劳，在面对过去5战全胜的伊

藤美诚时，王曼昱没有顶
住对手的搏杀，最终以 2：
4 输掉了比赛，无缘连续
三站夺冠。 综合

先赢马龙，再胜张继科

张本智和日本公开赛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