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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地点兑奖。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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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6月17日电（记者张薇）中国名将张
帅17日在伯明翰网球精英赛上双线作战并取得胜
绩，晋级女单和女双半决赛。

在单打赛场，33岁的张帅与22岁的雅斯特雷姆
斯卡隔网相对。今年3月，张帅在里昂公开赛决赛
中曾逆转战胜这位乌克兰新秀，拿下职业生涯的第
三个巡回赛单打冠军。

当日面对并不陌生的对手，张帅虽然两次遭遇
破发，但她在对手的发球局逼出9个破发点，并且4
次成功破发。1小时16分之后，张帅以7∶5和6∶4顺
利拿下比赛，她将与罗马尼亚球员科斯蒂亚争夺一
张决赛入场券。

在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中，张帅和比利时搭档梅
尔滕斯作为头号种子出战，最终以6∶2和7∶6（7∶2）
送走罗马尼亚组合鲁塞／尼库莱斯库。

张帅在上周的诺丁汉公开赛上和玛雅搭档摘取
女双桂冠，在单打项目上则止步8强。

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17日电（记者
刘旸）国际泳联主席侯赛因·阿尔－穆萨
拉姆 17 日在第 19 届世界游泳锦标赛赛
前新闻发布会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期待中国游泳队在布达佩斯创造好
成绩，多破纪录。

穆萨拉姆说：“据我了解，中国队
有非常优秀的游泳和跳水运动员，他
们有着丰富的集训和备战经验。我希
望中国队尽可能多地取得好成绩、打
破纪录，取得突破性成就。我相信国
际泳联赛事将来还会在中国举办，中

国是体育大国，体育对于中国来说非
常重要。”

本届游泳世锦赛原定于2021年在日
本福冈举办，因为东京奥运会推迟至
2021年，游泳世锦赛又宣布延期至2022
年5月进行。今年二月初，福冈组委会因
应对新冠疫情再次将比赛延期至2023年
7月。接着国际泳联很快宣布增设2022
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

对 于 几 经 波 折 终 于 得 以 在 今 年
举 办 世 锦 赛 ，穆 萨 拉 姆 表 示 非 常 满
意。“布达佩斯在过去四个月做了大

量准备工作。2017 年世锦赛，当时作
为国际泳联副主席的我来过这里，脑
海中都是美好的回忆。这次我们非
常开心能再次来到这里举办比赛，对
于运动员来说，他们非常需要这次比
赛。”

穆萨拉姆说：“短时间内重新制定赛
程计划、筹办比赛并不容易，会遇到很多
困难，但我们与当地组委会紧密协作，利
用好已有的场馆和赛事运营经验，我们
对承办城市有信心。我们非常开心在这
里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虽然这
次赛会缩减了预算，但仍会是一次成功
的赛会，和 2017 年那次一样，将是高质
量、高水平的竞赛。”

本报综合消息“您如何评价武汉三镇，他们应
该是大连赛区比较强的一支队伍。”北京时间6月18
日下午，在上海海港和武汉三镇的中超联赛第五轮
比赛赛前新闻发布会上，海港主教练莱科面对记者
的提问，十分直接地夸奖一番自己的对手。

“我不认同你的说法。武汉三镇不是比较强，他
们是目前整个中超实力最强的球队。无论是个人能
力，还是整体团队配合都非常强。他们可以高位逼
抢，可以在整场比赛都占据场上主动，以我为主踢出
自己风格和特点的足球，而且他们的教练也很不
错。”对于这支去年还在中甲的升班马，莱科给出了
非常高的评价。

本赛季中超前四轮战罢，武汉三镇不但以3胜1
平积10分的成绩排在第一，而且进球数（14个）同样
位居第一，失球数（2个）也是联赛各队中最少的。

经过新赛季前的招兵买马，武汉三镇的首发阵
容基本由四名能力出众的外援，加上去年争冠组中
的广州队和河北队球员组成，球队的实力配置和如
今的榜首位置完全匹配。

武汉三镇主教练佩雷斯在赛前发布会上表示自
己有“幸福的烦恼”：“我们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他们
在前几场比赛中的表现都很好。我在人员安排上的
确是遇到了‘难题’。我会根据球员自身情况和对手
的特点来排兵布阵。”

当然，对于海港来说，武汉三镇最大的威胁还是
他们的前场外援三叉戟，目前中超最好的中场组织
型球员斯坦丘，配上前四轮各打入三球的双前锋马
尔康和戴维森。这样的进攻火力，远超海港在前四
轮遇到过的任何一个对手。

好在海港的中场球员徐新解禁复出，徐新的归来
无疑将大大提升海港中场的硬度和组织能力。

尽管对手是实力强劲的武汉三镇，可是经历了
开局两连败后，赢下最近两场比赛的海港上下还是
充满信心。

莱科表示，“两连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大家
收获了自信，也更加坚定我们接下来继续努力的方
向。我们充分利用每一天、每一堂训练课，让球队在
各个方面都能不断提高。关于这场比赛，我们要做
得就是比上一场更好。”

今战武汉三镇 海港充满信心
中超第五轮 今日 17:30 武汉三镇VS上海海港 19:30 广州队VS河北队

本报综合消息 巴萨到底还有没
有钱，一直是欧洲足坛持续关注并且
热议的话题之一。

北京时间6月17日，据《阿斯报》
报道，巴萨财政副主席爱德华·罗梅
乌在接受采访时分析了俱乐部目前
的财政状况，并透露：“球队目前延期
支付的薪资超过了1亿欧元”。

虽然罗 梅 乌 表 示 自 己 并 不 知
道这笔欠薪的具体数额，但他承认

“可能超过 1 亿欧元”。罗梅乌坚持
认为，应当尽快削减球队的薪资支
出，必须从目前的每年 7.6 亿欧元减
少到 4 亿欧元，因此皮克、布斯克
茨、罗贝托和阿尔巴的工资应该相
应地降低。

在被问到俱乐部是否会出售弗
兰基·德容时，罗梅乌明确表示：“从
经济角度来看，我们从未想过在今年
就能弥补财政上的赤字，这是一个纯
粹的技术问题”。

如何才能补上巴萨的这些财政缺

口？巴萨高层给出的方案是售卖资产。
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在日前举行

的俱乐部会员代表大会上，董事会提
出的两项出售俱乐部资产的提议获
得了会员代表的通过。

巴萨会员通过了俱乐部出售
BLM49%的股份以及转让西甲25%的
电视转播权的提议。BLM 是巴萨负
责俱乐部商品特许权的公司，而转让
西甲 25%转播权的期限可以达到 25
年。也就是说，巴萨可以把未来25年
转播权的25%都给卖了。

董事会将寻找最好的报价，用拉
波尔塔的话说，巴萨通过出售这两大
资产至少可以获得5亿欧元。

会员批准俱乐部高层出售资产，
让拉波尔塔非常激动，因为巴萨需要
大量的资金来平衡本赛季的预算，并
能够去转会市场引进球员。拉波尔
塔表示，5 亿只是最低的预计收入，
实际可能会更高，在目前的情况下，
这对巴萨来说是一笔救命钱。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18日消息，热刺
官方宣布，布莱顿后腰比苏马加盟球队，双方签约
至 2026 年。据悉，比苏马的转会费为 2500 万英
镑，加上附加条款最高可达3500万英镑。

比苏马现年25岁，司职后腰，此前在布莱顿效
力，共为球队出场123次，攻入6球。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热刺在今夏的第三笔签约，之前球队已经
签下了佩里西奇和福斯特。

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上赛季孔蒂率领热刺
夺得英超第四名，获得新赛季欧冠联赛资格后，热
刺CEO列维决定在转会市场追加投资，希望能在
新赛季冲击奖杯。因此，热刺在今夏可能还会有
新援加盟。

热刺宣布比苏马加盟宣布比苏马加盟

新华社北京6月18日电（记者卢羽晨 牛梦彤）
中国体操协会18日消息，中国队在多哈体操亚锦赛
吊环、高低杠等项目上再获2金1银2铜。

世锦赛冠军兰星宇在吊环项目上有惊无险地以
14.500分夺冠。凭借6400分的全场最高难度动作，
世锦赛冠军韦筱圆以14767分获得高低杠金牌，队友
唐茜靖凭借高质量完成度以14700分获得银牌。

在男子自由体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杨家兴与韩国
选手金汉率同获14.333分，后者凭借更高的完成分获
得银牌。尹德行在鞍马项目上也获得一枚铜牌。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18
日，据德国媒体报道，莱万多夫斯基
重申了要离开拜仁的愿望，但他的口
气明显变软。莱万补充说，他不想强
求什么，各方都需要找到最佳解决方
案。

“我的合同还剩一年，这就是我
要求俱乐部批准我转会的原因。”莱
万告诉《图片报》，“我认为在目前的
情况下，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尤其
是俱乐部还能收到转会费。我不想
强求什么，我不会这么做，各方需要
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你必须冷却一
下情绪，我想冷静地谈谈，而不是通

过媒体传话。”莱万说道。
莱万表示，他不希望事态升级，

他对拜仁非常尊重，俱乐部和慕尼黑
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我希望球
迷有一天能理解我。”

在莱万发表这番言论之前，他与
拜仁体育总监萨利哈米季奇进行了
电话交谈，此前莱万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他希望离开拜仁。

萨利向媒体通报了这次谈话，在
谈话中他向莱万重申了俱乐部的立
场，即必须履行他的合同，这一点他
和俱乐部主席海纳以及董事会主席
卡恩都公开表达过。

国际泳联主席：期待中国队世锦赛上破纪录

巴萨延期支付薪资或巴萨延期支付薪资或超1亿欧元

莱万多夫斯基莱万多夫斯基::不会不会强求转会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18日晚，世界女排
联赛菲律宾站迎来中美大战，中国女排在关键球上
没能顶住压力，最终连输3局不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的美国女排。

在此前进行的第二阶段前两场比赛中，中国女
排分别战胜比利时和加拿大，延续了良好的状态。
不过，美国女排同样状态出色，以两个3∶0轻取保加
利亚和波兰。

强大的整体实力让美国女排可以以逸待劳，在
前一场横扫波兰女排的比赛中，美国女排就进行了
阵容轮换，保证了球队整体能够有良好的体能。

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当下无疑不是球队的最
好状态，朱婷、张常宁两位核心球员由于伤病缺席世
界女排联赛自不待言。在进入赛事第二阶段后，主
教练蔡斌还出现了身体不适，因此由助理教练袁志
代理指挥球队。

根据赛程安排，在结束了与美国女排的硬仗之
后，中国女排的考验还未结束。6月19日晚，中国女
排将迎来和老对手日本女排之间的对抗，这场比赛
同样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世界女排联赛菲律宾站

中国不敌美国无缘三连胜

今日 19：00 中国女排VS日本女排

伯明翰网球赛双线作战

张帅晋级单双打四强

体操亚锦赛

中国再获2金1银2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