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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广汽传

祺·2019年FINA冠军游泳系列赛

（广

州站）

昨晚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游泳跳水馆落幕， 在最后一天的比赛

中， 孙杨出战400米自由泳和200米自

由泳两个项目并全部摘金。 孙杨还表

示，广州是他的“福地”。

作为收官日最大的亮点， 孙杨先

后出战400自和200自备受关注。在400

自比赛中，他将与麦卡劳林、罗曼丘克

和德蒂同场竞技， 其中意大利的德蒂

此前还游出过3分43秒36的今年最好

成绩。孙杨最终以3分42秒75的成绩夺

冠，刷新今年世界最佳成绩。“第二枪”

的200自， 孙杨游出1分46秒12的成绩

夺冠，比本赛季最佳成绩快了0.01秒。

两度刷新本赛季最佳成绩， 孙杨

表示，广州是自己的“福地”，“9年前广

州亚运会的时候， 这里就是我运动生

涯开始的地方，这个馆非常好，游起来

非常舒服。 ”

在结束昨日的比赛后， 国际泳联

副主席戴尔接受记者时表示， 作为系

列赛的首站，广州站的举办十分成功，

“当地政府和主办方都非常配合，运动

员在这里也取得好成绩， 观众创造了

很好的氛围， 期待未来还有机会在广

州举办赛事。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邓菲菲 ）

昨

晚，2019 年布达佩斯世乒赛落下帷

幕， 中国男乒领军人物马龙在决赛中

4：1 力克瑞典黑马法尔克， 连续第三

次夺得世乒赛男单冠军。 这是马龙本

届世乒赛夺得的第二个冠军， 此前他

与小将王楚钦搭档在男双比赛中登

顶， 男单夺冠让马龙成为国乒继庄则

栋之后又一位在世乒赛实现男单三连

冠的选手， 也是半个世纪以来首位实

现这一壮举的选手，他将获得一座圣·

勃莱德杯的复制奖杯作为纪念。

去年， 马龙因为伤病原因休息了

将近八个月， 直到上个月卡塔尔公开

赛才复出， 赛前外界对于他的状态颇

为担忧。 没想到最终马龙不仅从四位

中国选手扎堆的上半区成功突围，还

战胜了最大的黑马，成功实现三连冠。

上一次国乒有人实现世乒赛男单

三连冠已经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

前，当时庄则栋在 1961 年、1963 年和

1965 年实现男单三连冠。 长时间的伤

病之后上演王者归来， 马龙的夺冠让

不少球迷都忍不住激动落泪， 但他本

人却远比想象中要平静：“我以为我赢

了可能会哭， 看刘诗雯拿冠军的时候

我都被她感动哭了， 结果我自己夺冠

有点哭不出来。 ”

FINA冠军游泳系列赛广州站落幕

孙杨“福地”摘双金

半个世纪来首位！

马龙夺世乒赛

男单三连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虽然

比赛中“险情不断”，不过东莞银行宏远

队昨晚还是在主场以116：97再次击败

了新疆队。 本场过后宏远队系列赛总比

分2：0领先新疆队， 季后赛开打至今保

持全胜。 接下来双方系列赛第三场和第

四场将转战乌鲁木齐，5月1日和5月3日

宏远队将迎来连续两个客场的挑战。

虽然外援亚当斯已经在比赛开始

前一天到达东莞与球队汇合，不过新疆

队并没有像外界猜想的那样，用亚当斯

换掉在第一场受伤的费尔德。 不过新疆

队昨晚进行了变阵，大外援斯托克斯和

周仪翔先发，费尔德、李根和马兰白克

三人都出任替补。 首节比赛尽管宏远队

32：30领先，不过本节比赛中段，变阵后

的新疆队曾经是领跑的一方。

宏远队本场比赛遭遇犯规过多的

麻烦， 首发大前锋任骏飞第1节没有过

半就已经3次犯规。 下半场开场30秒，易

建联已经领到了本场比赛的第5次犯

规， 整个第3节几乎都坐在替补席上当

“看客”。 宏远队形势如此不妙，但新疆

队却没有把握住机会。 半场比赛结束时

宏远队66：51领先15分， 进入最后一节

时宏远队85：71领先了14分。 新疆队在

第2节和第3节没能“乘虚而入”，也成为

了本场比赛的胜负手。

赛后新疆队主帅阿的江也承认球

队错失了扭转败局的机会：“防守比上

一场要好。 防守改观了，但是防守没有

转换到进攻。 第2节和第节都有机会，但

是在胶着的情况下如何把握机会，这个

能力我们还有待提高。 ”

比赛结束前4分33秒， 甚至连周鹏

领到个人的第5次犯规。 此时宏远队虽

然领先12分，可新疆队依然有迎头赶上

的机会，但是他们还是没能抓住。 易建

联和周鹏都扛着5次犯规战斗到了最

后，宏远队也在比赛中笑到了最后。

不过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宏远

队主帅杜锋表示，新疆队的客场非常难

打，宏远队要做好在接下来比赛中遭遇

更多身体接触的准备，也要做好更多球

员遭遇犯规麻烦的心理准备。

全队陷入犯规麻烦，宏远仍惊险战胜新疆

主场赢得惊险，客场更要小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在率恒

大客场击败重庆斯威后，卡纳瓦罗在微

博发布声明称，因无法胜任恒大和国家

队双重职务，决定放弃中国男足主教练

一职。 卡纳瓦罗的这一声明，也更加印

证了较早之前，里皮要回归国足帅位的

传闻的真实性。

卡纳瓦罗在微博中写道：“出于对

中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尊重，我觉得有必

要跟大家宣布关于我放弃中国男足主教

练职位的决定。 借此机会，我衷心感谢中国

足协和广州恒大淘宝俱乐部， 双方打算

让我同时执教中国最重要的两支球队。

但是双重职务让我无暇顾及家庭。 ”

卡纳瓦罗还在声明中提到：“在一

个月之前，我已经告知俱乐部，我希望

把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广州恒大淘宝队

和球员身上。 在广州恒大淘宝队主教练

的岗位上，我将一如既往地倾注所有的

激情和专业知识，努力工作，帮助中国

年轻球员不断成长和进步，帮助广州恒

大淘宝队在中超、亚冠赛场再创佳绩。 ”

近日，有意大利媒体报道称，里皮

已经与中国足协签下一份4年合同，任

务包括带领国足征战2022年世预赛和

2023年亚洲杯。 卡纳瓦罗在此时“官

宣”，难免让人遐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又是塔

利斯卡的进球，广州恒大终于在重庆突

破心魔，拿到了一场 1:0 的胜利，没有

重蹈过去三个赛季的覆辙。

从 2016 赛季开始， 恒大在重庆连

续 3 个赛季未获一胜，2 负 1 平的表现

让山城成为了他们又一个伤心地，上赛

季甚至可以说是在重庆失利之后直接

交出了王冠。

重庆斯威最近 4 轮保持不败，取得

了 3 胜 1 平的战绩，恒大则刚从澳大利

亚远征归来， 赛前很不被外界所看好，

他们本赛季双线作战的前 4 个客场，仅

赢了 1 场。

上半场补时阶段，郑智助攻塔利斯

卡打进“绝杀”进球，帮助恒大克服了心

魔，艰难拿到了 3 分。

赛前，卡纳瓦罗就表示，球队目前

多线作战，球员普遍都很疲劳。 果不其

然，比赛第 63 分钟出现意外，塔利斯卡

在主罚任意球之后拉伤肌肉倒地离

场， 这或许是一次因为过于疲劳导致

的肌肉反应。

接下来， 恒大需要面临 3 场恶仗，

先是 5 月 1 日主场迎战河南建业的足

协杯赛事， 这场比赛恒大或许会有大

幅度的轮换来让主力球员休息；5 月 4

日的中超主场， 恒大将与北京国安展

开榜首大战；而 5 月 8 日，恒大又将面

临亚冠客场的考验，这次的对手将是小

组榜首球队广岛三箭。

北京国安昨天在主场 4:1 大胜大

连一方，可谓是风头正盛，恒大如果缺

少塔利斯卡，下一轮主场可能会打得比

较被动。

另外， 据巴西媒体报道， 巴西国

家队主帅蒂特将来到天体观看恒大与

国安的较量， 塔利斯卡本应在蒂特面

前好好表现争取重返国家队， 但昨天

的受伤， 可能令他错过了这次的机会，

塔利斯卡本人在离场时也表现得极为

沮丧。

恒大山城破心魔，却折了一条“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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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明杰 摄

“官宣”放弃国足主帅一职

卡纳瓦罗：无法胜任双重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