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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亚洲国际

体育传媒公司 ONE 冠军赛将于北京时

间 6 月 15 日在上海宝山体育馆举办

ONE：追寻传奇的大型格斗赛事。 当晚的

头条主赛是两位漂亮姑娘的冠军之争，由

ONE 泰拳与踢拳的双栖冠军斯坦普·菲

尔泰斯对阵 WBC 与 IPCC 冠军澳洲姑

娘朱妮可。 此外，来自国内的一线名将泰

拳兄弟韩子豪、 张成龙、“哈萨克雄鹰”阿

依登·居马依、“战警”樊荣、“石头人”陈磊

进入当晚的比赛对阵卡。

作为张成龙的师兄，ONE 前冠军挑

战者韩子豪曾在三个月内豪取三连胜，张

成龙有望追赶他的步伐，在上海站实现三

连胜。 此前张成龙先后战胜柬埔寨选手

孔桑波以及塞浦路斯老将帕尼科斯·尤瑟

夫。 特别是在本月的曼谷站，尤瑟夫在前

两个回合略占优势的情况下， 被张成龙完成

逆转好戏，接连两次重拳打倒了尤瑟夫。

张成龙从曼谷返回国内后，没有做出

过多的身体调整就将前往上海迎战下一

个对手，两届西澳冠军泰勒·哈德卡斯尔。

张成龙在谈到这场比赛时说到：“在曼谷

站结束后我没有明显的伤势，这里也感谢

ONE 冠军赛赛后对运动员身体状态的细

致检查， 我此前在曼谷的赛场比赛多年，

在这里的训练及比赛塑造了我强悍的身

体素质，过去在这里曾出现每周都有比赛

的情景，所以就目前的状态来看，我完全

有能力在上海站打出一场漂亮仗！ ”

张成龙这位 21 岁的强力新人已经有

足够的实力接管中国站立格斗运动的大

旗， 在此前海外世界踢拳官方排名中，张

成龙成功杀入羽量级的第十位。 目前他

的胜绩已经迫近 50 胜，在 20 岁出头的年

纪，能够获得如此成就实属难能可贵。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巴

西和卡塔尔在日前进行了一场热身

赛，虽然巴西 2:0 赢球，但他们的头

牌内马尔却重伤了。 赛后经过进一

步检查后， 巴西足协官方宣布内马

尔受伤严重， 无缘接下来的美洲杯

赛事。

对阵卡塔尔的比赛第 18 分钟，

内马尔拿球过人， 阿卜杜拉跟不上

内马尔节奏。 随后阿卜杜拉直接抬

起右脚铲球， 结果铲到了内马尔的

右脚踝， 这一下让内马尔直接受伤

被换下场。

巴西足协赛后在声明写道：“对

阵卡塔尔的比赛， 内马尔右脚踝受

伤，赛后他接受了影像学检查，结果

发现脚踝韧带断裂。 考虑内马尔伤

病的严重性， 这意味着他将无缘接

下来的美洲杯赛事。 ”接下来，巴西

足协将会选入内马尔的替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NBA 官方和勇士官方昨日宣布，因

为在总决赛第三场比赛中在场边推

搡猛龙后卫凯尔·洛瑞并且对洛瑞

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语言， 勇士投资

者马克·史蒂文斯已经被禁止现场

观看 NBA 比赛和参加勇士活动一

年，并且被罚款 50 万美元。 处罚立

即生效， 史蒂文斯 2019~2020 赛季

常规赛和季后赛都不能到场观战并

且也不能参加勇士的活动。

NBA 总裁萧华接受采访时表

示：“当事件一发生时， 联盟和勇士

队内马上开始调查， 采访了史蒂文

斯，听取了他的陈述，复看了所有的

录像，也采访了当时坐在周围的人。

在赛后， 我们与凯尔·洛瑞进行交

谈，收集了证据。最终的处罚结果是

联盟和勇士一起做出的。 ”

加时赛逆转英格兰

荷兰晋级欧国联决赛

内马尔重伤，

确定无缘美洲杯

勇士队小股东遭重罚

ONE上海站，张成龙有望实现三连胜

香港国际机场 飞跃世界伴你打卡跑马

跑起来，更精彩！ 3 月初，香港国际机

场与悦跑圈合作，推出了“2019 香港国际

机场跑步节”，8 位跑友从 7 万参与者中

脱颖而出，成为优胜者代表，由此获得免

费机票及巴黎马拉松参赛名额， 参加了

巴黎马拉松。 因反响理想，香港国际机场

计划明年继续举办同类活动， 详情届时

可留意“香港国际机场”官方微信账号。

近年来， 内地跑步群体人数不断上

升，对海外马拉松的渴求日趋增加。 内地

跑友要到海外参赛， 往往要面对航点选

择不足、费用昂贵等问题。 相比之下，香

港国际机场拥有广阔航空网络， 航线及

价格有竞争力，机场服务有优势，而且香

港国际机场有多式联运网络， 包括高速

快船、跨境轿车及旅游巴，方便旅客来往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 机场在粤港澳大

湾区不同地点设立城市候机楼， 使旅客

可以轻松办理值机手续。 另外，新开通的

港珠澳大桥及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使内

地居民来往香港国际机场更方便， 机场

为此在大桥各口岸、 高铁西九龙站设立

柜台，方便旅客办理值机及行李寄舱。

在拥有以上种种优势的前提下，香

港国际机场于 3 月初与悦跑圈合作，推

出了“2019 香港国际机场跑步节，通过举

办限时线上马拉松挑战赛， 送免费机票

及巴黎马拉松参赛名额。 马拉松挑战赛

挑战时间为 3 月 4 日 ~ 3 月 10 日，挑战

者需打卡 3 次，单次打卡 14 公里，共计

累积里程 42 公里，并且配速要求在 7 分

以内。

据统计， 活动共吸引超过 7 万人参

与， 来自全国 20 个省的参与者完成了线

上马拉松挑战赛。 最终，从完成任务的参

与者中随机筛选抽取了 8 位， 获得了巴

黎马拉松的参赛名额。 此外，香港国际机

场鼓励机场社群参与， 此次也赞助了一

行 4 人组成“香港国际机场跑团”参加赛

事。 另外， 还赞助了两名香港著名跑

手———陈家豪、姚洁贞参赛，两名跑手均

大赞香港国际机场的设施优秀。

4 月 11 日，跑友团从香港出发，直飞

巴黎跑马拉松，全程不仅有达人带队，还

有知名跑马 KOL 带领，一起征服比赛。 4

月 15 日，跑友们凯旋而归，实现了心中的

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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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赛季欧洲国家联赛一场半决赛昨

天凌晨在吉马良斯的阿方索·亨里克

斯球场展开争夺， 结果荷兰队通过加

时赛 3：1 力克英格兰队。这是荷兰队自

2010 年世界杯后再次进入大赛决赛，

他们将与 C 罗领军的葡萄牙队争夺冠

军。

这是两队历史上第 22 次交手，此

前分别取得 6 胜 9 平 6 负。这是两队第

6 次在正式比赛中碰面， 也是 1996 年

欧锦赛以来首次，此前荷兰队 2 胜 2 平

1 负。利物浦队欧冠夺冠主力范戴克和

维纳尔杜姆领衔荷兰首发名单， 博格

维恩替换普罗梅斯出任边锋。 热刺队

在欧冠决赛失利， 热刺队主力球员凯

恩、阿里和罗斯均未入选英格兰首发。

第 50 次国家队出场的斯特林戴上队长

袖标， 这是他第 50 次代表三狮军团出

场， 同时他也成为英格兰队历史上第

三位在 25 岁前就担任队长的球员，此

前两位分别是鲁尼和欧文。

比赛开始后，拉什福德造点后

亲自命中为英格兰队先下一城，

之后荷兰队由德里赫特扳平；

英格兰队沃克加时赛自摆

乌龙， 之后荷兰队由普罗

梅斯锁定胜局。 本场比赛

的 MVP 是荷兰队的德

佩， 虽然他没能取得进

球，但他却助攻了德利

赫特和普罗梅斯的进

球； 沃克的乌龙球也

是因为德佩对斯通斯成

功的抢断， 因此他是荷兰

队逆转获胜的关键。

说回英格兰队，一年内两进大

赛半决赛， 这是英格兰足球史上前所

未有的成绩， 也让三狮军团看到了创

造历史的机会。 只可惜，无论是去年的

世界杯，还是今年的欧国联，比赛中曾

取得领先的英格兰队最终都宿命般地

惨遭逆转， 将无缘大赛决赛的尴尬纪

录延长到 53 年。

德佩被评为本场赛事

MV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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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成龙在比赛中击打对手。

冯爱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