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甲末轮
5月18日
19:00 莱万特VS马德里竞技
22:15 西班牙人VS皇家社会
5月19日
18:00 皇家马德里VS皇家贝蒂斯
22:15 埃瓦尔VS巴塞罗那
意甲
5月19日
02:30 萨索洛VS罗马
5月20日
00:00 AC米兰VS弗罗西诺内
02:30 那不勒斯VS国际米兰
02:30 尤文图斯VS亚特兰大
德甲末轮
5月18日

21:30 拜仁慕尼黑 VS法兰克福
21:30 沙尔克04 VS斯图加特
21:30 门兴 VS多特蒙德
21:30 柏林赫塔 VS勒沃库森
足总杯决赛
5月19日
00:00 曼城 VS 沃特福德
中超
5月17日
18:00 河南建业VS上海上港
19:35 北京中赫国安VS天津天海
19:35 武汉卓尔VS广州恒大
20:00 上海申花VS山东鲁能
5月18日
15:30 广州富力VS北京人和
19:35 江苏苏宁VS重庆斯威
5月19日
15:30 天津泰达VS河北华夏幸福
19:35 深圳佳兆业VS大连一方

周末看台周末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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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出门怕滑，怕冷，怕摔倒，怕
走多了累脚，快来试一下中老年健步鞋。
专业健步鞋，就选丽足康。丽足康健步鞋
鞋底采用反向锯齿底，牢牢抓地，走路稳
当。高弹TPR中底，六棱减震鞋垫，使走
路更舒服，一点都不累脚。高弹飞织 3D
面料透气保暖不捂脚。魔术贴设计穿鞋
更方便，一拉就好。荧光反光设计，让你
晚上也放心出门。春夏出游，快换上丽足
康。丽足康不仅仅是健步鞋，更是一份健
康一份关爱！

中老年人健步鞋新款只要99元

西宁专卖：城中区大十字新华书店一楼北大街拐角处（大十字北大街口）

老年人喜欢运动，一定要换上舒适的健步鞋，丽足康健步鞋，舒适，防滑，透
气，鞋底采用反向轮胎锯齿底，穿上特别的防滑。穿上丽足康，你会非常的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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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好礼，福惠西宁

老人都应该有一双健步鞋

热卖专线：13519752360 400-0737-789

本报综合消息 新一届中国男篮国家
队5月15日正式集结，除了广东和新疆两
支 CBA 总决赛球队队员之外，其他队伍
的球员陆续前往体育总局报到。集训时
间将从5月15日持续至2019年篮球世界
杯结束。主帅李楠希望通过几个月的集
训，组建最强的队伍去参加世界杯。北京
首钢队两名战将翟晓川和方硕，入选了此
次集训队。

此次集训名单上共有20名球员，广东
队和新疆队的6名球员因总决赛过后队内
相关事宜没有处理完毕，延后两天报到。
自从里约奥运会后，中国男篮国家队没有
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能否适应世界大赛的
高强度对抗，将是很大的考验。篮球世界
杯上的对手实力更强，受到的关注度更高，
在家门口作战，中国球迷对国家队的成绩
是充满了期待，球队的压力也随之增大。

经过两年来的考察，通过红蓝两支国
家队的筛选，新一届国家队可以说是集结
了中国篮球的精英。根据一个赛季的考
察，李楠对队员们的能力感到满意，易建
联打出了赛季最佳状态，带领球队获得了
总冠军，并且荣获季后赛MVP，王哲林更
是赛季爆发，以超高的数据拿下了常规赛
MVP的称号，这两位MVP保证了球队内
线实力。外线郭艾伦和赵睿都是进攻和
组织双料后卫，再加上周琦和丁彦雨航的
回归，李楠期望组建一支最强的球队，以
捍卫中国篮球的荣誉。谈到了周琦和小
丁的话题，李楠表示：“之前已经分别见过
他们，希望他们能从伤病中摆脱出来，全
力以赴恢复到最佳状态和球队融合。”

在众多的入选名单中，能够走到最后
的球员只有 12 人，为了能留在队中每个
球员心里都暗自憋足了劲儿。李楠明确
表示，谁能走到最后不是他说了算的，要
看集训期间球员的状态，国家队选人不是
选秀，要看实力不是名气。

北京首钢队的翟晓川和方硕是集训
队中的一员，方硕对再次入选国家集训队
感到非常荣幸，特别是在举办篮球世界杯
的年份。对于自己在国家队的表现，方硕
的希望就是“不留遗憾”。无论最后走到
哪一步，方硕表示自己要在这个夏天，全
力以赴，倾注所有力量。中国队在世界杯
的小组赛将在北京举行，作为土生土长的
北京人，如今又是北京男篮的一员，方硕
对家门口进行比赛有着特殊情感，他要把
所有的憧憬和决心都以行动付诸到夏天
的训练之中。

国家队热身赛日程已经有几场被敲
定。8月23日，中国队将在广州与巴西队
比赛，这可能是世界杯开赛前最后一次公
开热身比赛。之所以选择巴西队热身，中
国队考虑到小组赛将遭遇同为美洲劲旅
的委内瑞拉队，中国队可以借助与巴西队
交锋，熟悉一下南美球队的风格。此外，
中国男篮还会在6月19日、21日和23日
分别于山东青岛、江苏南通以及江苏常州
参加中澳男篮对抗赛，与来自澳大利亚的
NBL联队进行热身。

中国男篮集结打造最强阵容

国家队主帅李楠瞄准世界杯国家队主帅李楠瞄准世界杯。。

新华社海牙5月15日电 在欧冠中
被热刺大逆转的阿贾克斯队15日在荷甲
足球联赛最后一轮中4：1击败格拉夫夏
普队，锁定荷甲冠军，加上此前荷兰杯夺
冠，阿贾克斯17年来首次成为国内联赛
的“双冠王”。阿贾克斯队此前于 5 月 5
日夺得荷兰杯冠军。

本场比赛开始前，阿贾克斯实际上
已经基本锁定冠军，他们当时比第二名
埃因霍温队多 3 分和 14 个净胜球。舍
内、塔利亚菲戈分别为阿贾克斯打入一
球，而主力射手塔迪奇则在下半场独中
两元，帮助球队大胜对手。

另据新华社罗马5月15日电 意大
利杯足球赛15日在罗马的奥林匹克球场
迎来决赛争夺，拉齐奥 2:0 战胜亚特兰
大，捧得冠军奖杯。

本报综合消息 在对阵重庆当代力帆
的比赛中，广州恒大外援塔利斯卡因伤下
场，他的受伤也给恒大带来了不小的影
响。在其受伤期间，恒大仅取得1胜1平2
负的战绩，并在双线陷入困境。此外，塔
利斯卡的伤病情况更令恒大球迷担心，甚
至有媒体报道，塔利斯卡可能赛季报销，
不过根据巴西媒体的最新消息，塔利斯卡
在本周的中超联赛中就将复出。

近日，塔利斯卡接受了巴西媒体《兰
斯体育》的采访，他在采访中表示，对获得
中超官方评选的4月最佳球员感到十分荣
幸，更重要的是，塔利斯卡还透露已做好
了在本轮中超复出的准备。

塔利斯卡在4月份仍然扮演着恒大进
攻端的核心角色。《兰斯体育》首先对塔利

斯卡在 4 月的出色表现进行了简单的介
绍，在整个4月，塔利斯卡在中超最佳评选
中获得 37362 票，赢得 4 月最佳。整个四
月，塔利斯卡在5场比赛中取得6粒进球，
在恒大，他也以10粒进球的表现成为队内
头号射手。

在4月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广州恒大
对阵重庆当代力帆，塔利斯卡在那场比赛
中遭遇膝伤，这也让他缺席两场中超联
赛，一场亚冠联赛，一场足协杯。不过本
周末对阵武汉卓尔，他将很有可能重返赛
场：“很不幸，这次受伤造成了一些困扰，
但这些都已经过去了。我已经百分之百
地准备好了回去帮助球队。本周五，我们
将开始进行追回失去分数的战斗。我希
望在这场比赛中再次进球。”

今日18:00 河南建业VS上海上港 19:35 北京中赫国安VS天津天海 19:35 武汉卓尔VS广州恒大

塔利斯卡确认本周末中超将复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5月16日，葡超波
尔图俱乐部主席达·科斯塔宣布，西班牙门神卡
西利亚斯将在赛季结束后退役，接下来他会继
续留在波尔图，进入俱乐部管理层。

不久前，卡西在训练后突发心梗被紧急送
医。经过治疗他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专家认为
他已经很难继续职业生涯。

今年38岁的卡西，1999年进入皇马一线队，
之后16年为银河战舰出场725次，帮助球队3次
问鼎欧冠、5次拿下西甲冠军。2015年他转会波
尔图效力至今，本赛季随波尔图杀进了欧冠8强，
也将自己保持的欧冠出场纪录刷新到了181场。

1999年，卡西利亚斯在皇马出道，并在当赛
季就开始征战欧冠。整个赛季年仅18岁的卡西
随皇马打了12场比赛，并且出现在了欧冠决赛
的首发名单上，成为当时欧冠决赛最年轻的门
将。最终，皇马3：0战胜对手，拿到队史上第8
座欧冠奖杯。卡西利亚斯也被欧足联评为当赛
季最佳新人。

从此一鸣惊人的卡西开始书写自己传奇的
欧冠生涯。3年后的欧冠决赛，卡西随皇马获得
了队史第9座大耳朵杯。2013-14赛季，卡西利
亚斯以皇马队长的身份带领球队再次捧起大耳
朵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3次夺得欧冠。

2015年，34岁的卡西利亚斯离开效力25年
的皇马，转投葡超球队波尔图。而加盟波尔图
后的卡西同样发挥着自己的余热。上个赛季的
葡超，卡西利亚斯的场均丢球率最低，在20场联
赛中仅丢10球。本赛季结束的4场比赛中，波
尔图3胜1负排在积分榜第4位。

卡西利亚斯在国家队中的表现也同样令人
震撼。2000年他正式入选国家队，共代表西班牙
队出战4届世界杯，3届欧洲杯。2008年到2012
年是西班牙斗牛军团的天下，两夺欧洲杯并在南
非捧起大力神杯，其中卡西功不可没。尤其是在
2010世界杯决赛中，卡西利亚斯扼杀了罗本几乎
势在必进的单刀球，为夺冠立下汗马功劳。

新华社柏林5月15日电（记者刘旸）德国
足球大使协会15日在柏林授予英超利物浦队的
德国主帅尤尔根·克洛普“德国足球大使”荣誉。

现年51岁的克洛普本赛季带领利物浦夺
得英超亚军，并闯入欧冠决赛。德甲多特蒙德
俱乐部首席执行官瓦茨克为克洛普颁奖时表
示：“克洛普执教的每一支球队都非常有活力，
他为这些球队奉献了很多。人们爱他，因为意
识到是他让球队发生了变化。”

瓦茨克将克洛普和瓜迪奥拉作比较说：
“瓜迪奥拉总是选择去最好的球队，巴萨、拜
仁、曼城，而克洛普的选择更有挑战，比如多特
和利物浦，他都能带领球队取得更大进步。”

2010-2011赛季克洛普带领多特时隔9年
重夺德甲冠军，打破拜仁的垄断；2011-2012赛
季夺得多特队史首次双冠王，两个赛季五杀拜
仁。执教英超利物浦后，近两个赛季他均带队
杀入欧冠决赛。

卡西利亚斯卡西利亚斯

因病决定退役

德国授予克洛普德国授予克洛普

“足球大使”荣誉

阿贾克斯荷甲夺冠阿贾克斯荷甲夺冠
17年来首成“双冠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