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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6 月 17 日，勇士将与
凯尔特人展开 NBA 总决赛第六场较量，库里要努
力回准，维金斯、汤普森等人要带来更多贡献，他们
要率队力争客场赢球夺取总冠军。凯尔特人又一
次在季后赛被逼入绝境，塔图姆、布朗等人要在主
场反弹，他们要带领球队全力争胜追平总比分。

虽然库里在“天王山之战”外线失准，三分球 9
投0中，全场只有16分，但是维金斯和汤普森一同发
力，率领球队以104∶94战胜凯尔特人，勇士从而以总
比分3∶2反超，抢先拿到总决赛赛点。

库里在第四场狂砍43分，可回到主场的他手感
全失，尤其在三分线外准心全无。作为NBA历史三
分王，库里连续在132场季后赛至少投进一个三分
球，包括常规赛和季后赛连续233场投进至少一个
三分球的两项纪录同时作古。尽管个人纪录被终
结，但是球队拿到胜利，这足以让库里开心。现在勇
士距离重夺总冠军只差一场胜利，库里要努力在第
六场回准，并在进攻端起到更大作用，这样球队才会
有更好的取胜机会。

维金斯在“天王山之战”表现非常出彩，拿到
26 分和 13 个篮板，他攻守俱佳，成为球队赢球的
主要功臣。此役与凯尔特人的关键战，维金斯要
努力延续进攻状态，他要在进攻中给库里带来更
多支持。在防守上维金斯也要更卖力一些，他要
在锋卫线上给凯尔特人的两大得分点施压，如果
能有效压制住塔图姆、布朗的进攻，勇士就会有更
大的取胜希望。

汤普森上一场得到21分，投进5个三分球，他是
球队外线最有威胁的进攻点。此役汤普森要努力保
持手感，继续在三分线外带来火力支持。格林是球
队的另一领袖，他在进攻端更要保持侵略性去冲击
对手。佩顿、普尔在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他们要继
续这种表现，普尔要在进攻端争取更加高效，佩顿则
要在防守端表现得更积极。波特进入首发阵容后给
球队防守端带来不小的帮助，他和格林要一同提升
球队防守强度。

凯尔特人输掉“天王山之战”后无路可退，回到
主场的他们只剩下赢球一条路。东部半决赛对阵
雄鹿时，凯尔特人也经受住客场抢七的考验，这两
个系列赛都体现了凯尔特人打硬仗的能力。回到
主场背水一战，他们会努力反弹，希望在家门口赢
球拖入抢七大战。

塔图姆在上一场得到27分、10个篮板和4次助
攻，他在进攻端给球队带来强有力的支持。回到主
场迎来生死战，塔图姆需要有更好的进攻表现，他
要打得更高效，要给勇士防线持续施压。塔图姆与
队友们需要做好失误控制，上一场他们有多达 18
次失误，这也让凯尔特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布朗
在第五场比赛手感不佳，只得到18分，此役回到主
场后布朗要回准，在进攻端给塔图姆带来更多支
持。凯尔特人上一场仅有67.7%的罚球命中率，回到
主场他们要提升罚球准度，在篮板争抢上也要更为
积极。

凯尔特人力阻勇士客场夺冠
NBA总决赛第六场 今日 09:00 勇士VS凯尔特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6 月 16 日消息，
火箭将克里斯蒂安·伍德交易至独行侠，得到
独行侠的首轮 26 号签外加多名球员。据悉，
独行侠送出的多名球员包括博班·马扬诺维
奇、斯特林·布朗、特雷·伯克以及马基斯·克
里斯。这笔交易让火箭收获了重建的一系列
筹码。

由于独行侠此前将他们的 2023 年首轮选秀
权（前十顺位保护）交易给了尼克斯，根据不能交
易连续两年选秀权的规则，所以这笔交易要等选
秀大会那天才能完成。这样一来，火箭就拥有了
三个今年的首轮选秀权。

据了解，火箭送走伍德的原因是为了给阿尔
佩伦·申京和今年即将到来的三号秀（大概率也是
内线）清理出足够的出场时间。

伍德本赛季为火箭出战68场常规赛，场均贡
献17.9分、10.1个篮板和2.3次助攻，投篮命中率
50.1%，三分命中率39%。因此，伍德和东契奇的
联手令人期待。美媒表示，东契奇的助攻数有望
暴涨，因为他能给伍德送出不少空接助攻。

伍德的合同将于2023年夏天到期，下赛季的
薪水为1431万美元，在交易完成的6个月后，伍德
将有资格提前续约，签下一份4年7700万的新合
同。

火箭将伍德送至独行侠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周欣 卢羽晨）第
19届国际泳联世锦赛即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揭
幕，比赛期间来自六大洲、六个不同水上项目的29名
候选人将在场外较量，竞选拥有20人席位的国际泳
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担任上一届委员的中国跳水
名将、奥运四金得主施廷懋力争连任。

施廷懋曾经六次连续获得国际泳联年度最佳跳
水运动员，东京奥运会后退役，如今在中国跳水队担
任教练。她说：“如果有一件事和比赛一样带来快
乐，那就是互助互爱，尽可能发出运动员的声音。我
希望成为国际泳联运动员委员会的一员，是因为我
喜欢跳水，在我的运动生涯中不仅有欢笑和欢呼，还
有更多的泪水和汗水。我愿意和年轻运动员分享我
的经历，帮助他们实现更多的梦想。”

运动员委员会评选将在布达佩斯启动电子投票
流程，所有参加本届世锦赛的运动员都有资格投
票。游泳运动员的投票期将从6月16日至25日，随
后是跳水、水球、花样游泳、公开水域游泳运动员的
投票，高台跳水运动员将以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

候选人需要达到参加过此前两届游泳世锦赛或
者两届奥运会的资格，基本都是奥运冠军和世界冠
军。

6月29日，国际泳联将公布新一任运动员委员会
名单。

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记者
李博闻 曹奕博）刚刚成为北京男篮
新任主教练的解立彬16日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有勇气去承担更多的任
务，最近的训练达到了预期的第一
步。

“作为我来说看重的是态度，不
管是老队员还是年轻队员，不管过去
你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那是过去，年
轻队员不管多么默默无闻，不代表你
没有机会。这段时间训练，大家从态
度上转变都非常大，表现非常积极，
非常努力，我觉得这就是我预期达到
的第一步。”解立彬说。

“感谢领导的认可，让我有勇气

去承担更多的任务。我希望能充分
挖掘球队自身潜力，无论是老队员还
是年轻队员，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
可能暂时的起伏或者是暂时的没机
会，都不代表我们未来没有机会，这
些工作是需要我们每天在训练场上
去完成的。”解立彬说。

1985 年出生的解立彬，2005 年
加入北京男篮，曾获得 CBA 联赛最
佳新秀，并入选男篮国家队集训大名
单。2016 年退役，先后担任北京男
篮青年队助理教练、北京男篮助理教
练 ，其 中 2019—2020 赛 季 和
2020—2021 赛季的部分比赛阶段，
曾担任球队代理主教练。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16日消
息，2023年亚洲杯预选赛最后一个阶段赛
事于6月15日偃旗息鼓。令人遗憾的是，
原计划于明年7月在中国举办的亚洲杯决
赛阶段赛事确认易地举办，中国队也因此
失去“主场优势”。

受客观因素影响，国足本年度内大概
率无缘再参加任何国际赛事。在亚洲杯分
组问题上，国足很可能已处于不利位置。

分组抽签办法有变化
在赛事决赛阶段确认

易地举办后，比赛到底在
哪里举办还没有定论。按
照亚足联的应急预案，旗
下各会员协会如有意接办，必须最晚于 6
月30日向AFC提出申请。

在赛事确认易地之前，中国队本应以
种子球队身份参加2023年亚洲杯决赛阶段
赛事。随着比赛易地，围绕赛事决赛阶段的
分组抽签办法将不可避免发生变化。

不过，正常来说，亚足联均会将抽签仪
式进行前最近一期国际足联各会员协会男
足代表队（国家队）国际排名作为分组抽签

的主要依据。
中国队未获得任何积分

5月30日至6月14日是国际足联最近
一段国际比赛日周期。当绝大多数亚足联
会员协会代表队（国家队）借此进行各类国
际比赛时，中国队却一场未战。

综合近期亚足联各队（国家队）国际A
级赛事的比赛情况，中国队将在国际足联
最新一期的国家队排名表上进一步下滑，
大概率跌出亚洲前十。

排名直接影响亚洲杯抽签
乌兹别克斯坦、巴林、巴勒斯坦、印度

队在亚洲杯预选赛小组赛中以3战全胜的
战绩夺得小组头名，从而获得超过20个国
际排名积分。

其中，在 3 月下旬国际排名中紧随中
国队的乌兹别克斯坦获得20.14分，总分达
到1306.69分。这样，乌兹别克斯坦将在国
际积分排名榜上超越中国队，跻身亚洲前

十位。
如无意外，中国队在即将于6月23日

公布的最新一期国际足联国家队排名中，
由世界第77位降至第79位，亚洲范围内排
名第11位。

巴林在3场比赛中获得23.97分，技术
积分总分为1286.52分，紧随中国队之后，世
界排名将上升至第85位，在亚洲范围内将排
名第12位。不过，一旦巴林队接下来参加更
多热身赛，积分就有可能超越中国队。

中国队因世预赛 12 强
赛后一场国际A级赛都未能
参加，因此积分未有变化。
对球队而言，本年度内可获

得国际足联排名积分的机会，只有7月下
旬在日本进行的东亚杯锦标赛。

只不过面对韩、日这样的强队，中国队
如不能取胜或战平，还将被扣除一定的技
术积分。

由此可见，东亚杯成绩与中国队未来
各项赛事的竞争利益息息相关。更重要的
是，国际足联排名将是未来2023年亚洲杯
小组赛分组抽签分档的主要依据。

亚洲杯分组抽签国足恐处于劣势亚洲杯分组抽签国足恐处于劣势

解立彬：看重球员态度 充分挖掘球队潜能

新华社多哈6月15日电 随着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32强席位尘埃
落定，卡塔尔世界杯官方海报于15
日在多哈哈马德国际机场的特别活
动中正式揭晓。

本次世界杯官方海报全部由卡
塔尔艺术家布塞娜·阿勒穆夫塔创
作。主海报描绘了抛向空中的传统
头饰，象征着卡塔尔和阿拉伯地区
对这一足坛盛事的庆祝和球迷热
情。配套海报则展现了阿拉伯地区
对足球的热情，以及足球所蕴含的

家庭团聚的特别意义。
阿勒穆夫塔表示：“我的主要

创 作 灵 感 来 源 于 群 体 记 忆 的 概
念。我的大部分作品集中于过去
的经历和记忆，并将它们与现在联
系起来，进而以当代的方式将它们
叙述和留存。卡塔尔世界杯的系
列海报也呼应了这一概念，我希望
为大家讲述卡塔尔足球文化的故
事。”

卡塔尔世界杯将于今年 11 月
21日至12月18日举办。

卡塔尔世界杯发布官方海报

竞选国际泳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竞选国际泳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施廷懋力争连任

本报综合消息 当地时间 6 月 15 日，39 岁的巴
西老将阿尔维斯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自己没有获得
巴萨提供的新合同，因此将在本月合同到期后自由
离队。随后，巴萨官方也确认了阿尔维斯即将离队
的消息。

阿尔维斯发文称：“现在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
我为这家俱乐部、这件球衣、这个主场奉献了八年多
时间……我要感谢所有幕后人员，是他们让我们变
得完美；我还要感谢所有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机会
让我回到这家俱乐部，能够再次穿上这件球衣，你们
不知道我有多么高兴。我发自内心的希望留下来的
人们能够改变这家美丽俱乐部的历史。”

原本阿尔维斯希望续约巴萨，为卡塔尔世界
杯做准备。为此，阿尔维斯甚至愿意只和巴萨签署
一份到卡塔尔世界杯结束后的短期合同，可是巴萨
已经敲定了阿斯皮利奎塔，因此不再和阿尔维斯续
约。

作 为 巴 西
国家队国脚，阿
尔 维 斯 接 下 来
需 要 寻 找 一 支
可 以 获 得 稳 定
出 场 机 会 的 球
队，在卡塔尔世
界 杯 之 前 保 持
状态。

阿尔维斯宣布离开巴萨阿尔维斯宣布离开巴萨

中超联赛昨日战报
河北队 1∶3 上海申花
天津津门虎 1∶1 成都蓉城
大连人 1∶1 浙江队
山东泰山 4∶0 长春亚泰

今日
16:30 深圳队VS沧州雄狮
19:30 梅州客家VS北京国安今日 15：00 中国女排VS加拿大女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