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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

首钢正式签约新外援
3 月 15 日，北京首钢男篮终于签下了新外援奥瑞恩·格林，他已从盐湖城动身飞往香港，最早要到北京时间周五
才能到首钢报到。格林之前一直在 NBDL 的犹他闪电队效力，本赛季曾经得到过篮网的 10 天短合同，但未能留队。

江淮体育
邓琳琳踏上
世界杯法国站征程
星报讯（记者 江锐） 安徽小丫邓琳
琳终于开始了今年首秀。昨日，
包括奥运
冠军邓琳琳、陈一冰、何可欣在内的 10 位
体操国手踏上世界杯法国站的征程。
虽然，
虽然
，全世界都沉浸在日本大地震的悲恸中
全世界都沉浸在日本大地震的悲恸中；
；虽然
虽然，
，日本民众或许

参赛：
排名靠前选手
将于 3 月 19 日至 20 日进行的世界杯

很需要一场比赛的胜利来激励。
很需要一场比赛的胜利来激励
。但是
但是，
，山东鲁能的小伙子们
山东鲁能的小伙子们，
，却拿出

法国站比赛，
是 2011 年国际体联 A 级单项

了最职业的精神，
了最职业的精神
，本着万分尊重大阪樱花的态度
本着万分尊重大阪樱花的态度，
，打出了一场堪称完

赛事，只有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前八、世

美的胜利。
美的胜利
。他们将进球献给了天灾中逝去的人们
他们将进球献给了天灾中逝去的人们，
，他们的认真态度也

界杯积分排名前四的选手才有资格参加

是对灾民最好的鼓舞。
是对灾民最好的鼓舞
。另一场亚冠比赛
另一场亚冠比赛，
，上海申花则因为太快失球
上海申花则因为太快失球，
，

角逐。根据这一要求，
中国体操队派出了

被水原三星彻底打懵。
被水原三星彻底打懵
。

张华玮 整理

5 男 5 女 10 位队员，分别是男子：陈一冰、
张成龙、
冯喆、
王冠寅、
郭伟阳；
女子：
何可

鲁能主场赢得轻松

欣、
邓琳琳、
眭禄、
黄秋爽、
吴柳芳。几乎涵
盖了国家队全部一线主力。
目标：
展示最好水平
昨日出征世界杯法国站的 10 位队员
中，除黄秋爽、王冠寅，包括邓琳琳在内
的其他人都是今年第一次亮相国际赛
场。
“ 为了准备这次比赛，队员们前段时
间就已经开始成套训练，状态也都很正
常。个别队员有些小伤病，但都是劳损
伤，不会影响比赛。”至于参加此次比赛

北京时间 3 月 16 日，2011 年亚冠

体越过了门线，可边裁并未判罚进球。第

联赛继续进行。在一场焦点对决中，

73 分钟，奥比纳突破造成点球，他第一次

中超冠军山东鲁能主场迎战 J 联赛

主罚命中，可裁判认为有人提前进入禁

黑马大阪樱花。

区，要求奥比纳重罚。结果奥比纳的射门

第 22 分钟，雷纳托利用角球的

被门柱挡出。经过 90 分钟的激战，最终山

机会门前包抄破门。第 33 分钟，王

东鲁能主场 2:0 击败大阪樱花，取得了亚冠

永珀单刀轻松破门。第 62 分钟，

联赛的首胜。整场比赛，鲁能没有给樱花

奥比纳门前包抄打门，皮球已经整

什么机会。

的目标，领队叶振南表示：
“ 虽然此次派

申花客场惨遭屠杀

出的阵容豪华，但我们还要做到技术豪
华、发挥豪华。只有在比赛中把个人最

北京时间 3 月 16 日，2011 年亚冠联

队首开纪录。第 42 分钟吴章银将比分优

好技术、最好水平展示出来，才与我们的

赛在水原世界杯体育场开始 H 组的一场较

势扩大，下半场第 60 分钟和第 75 分钟，河

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名气相符。
”

量，由主队水原三星迎战上海申花。赛前

太均又连下两城，完成个人帽子戏法。最

双方默哀一分钟，追思在日本大地震的逝

终水原三星主场 4:0 大胜上海申花，迎来新

者。上半场仅仅开赛 2 分钟，河太均为主

赛季亚冠首场胜利。

图你乐

人人都爱“玫瑰”

郭晶晶期待幸福婚姻

北 京 时 间 3 月 16

队，没有人会质疑他的贡献，包括篮球大

日，奇才在客场以 79：

帝乔丹。现在所有人都等着常规赛季快

98 败给公牛。意料之

点结束，然后一起目睹罗斯捧起那“最有

中的结果，罗斯也绝不

价值球员”的奖杯。公牛球迷们等了太

是本场比赛的焦点。

久，终于看到重现公牛时代的希望，芝加

易 建 联 2011 年 第 一 次

哥城终于有了新的主人。

久未露面的郭晶晶 3 月 15 日终于在

首发，也是本赛季第三

如今的公牛，一切都由罗斯做主，其

某品牌代言中亮相，这也是她自从年初

次先发出场。他出战

善于突破，速度奇快，视野开阔，头脑清

宣布退役后的首次公开亮相。郭晶晶当

赛季最长的 41 分钟，拿

晰，他知道怎么发挥自己球队的长处。在

天以粉嫩的打扮出现，显得格外抢眼。

下了 14 分 6 个篮板，同

经过一整个夏天苦练之后，罗斯又拥有了

当天，郭晶晶还公开表示，婚姻是一种非

时抢断 2 次，好久没有

令人羡慕的投射功力。的确，罗斯已经越

常幸福的感觉，所以对这感觉非常期待。

看到阿联如此出色的

来越全能了。

发挥，只可惜如今已到

伦敦奥运倒计时钟意外停摆

赛季的末段。

拥有罗斯这样的神经中枢，内线上加
上布泽尔和诺阿的支持，锋线上洛尔·邓

但本场比赛，最令

发挥又异常未定，还有科沃尔、沃特森、博

人吃惊的还是奇才队的贾维尔·麦基，他

甘斯这样的外线神射手……难怪专家们

全场盖帽 12 次，创下个人纪录，也是 NBA

认为公牛最有希望获得本赛季总冠军。

十个赛季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麦基还

虽然，这有点夸大了公牛的实力，毕竟公

抢下了 12 个篮板，得到 11 分，打出不一般

牛的内线还不够强大，但至少说明公牛再

的三双数据。

度引来了极大关注，就如同乔丹时代一

伦敦当地时间 3 月 15 日，据透露，在

不过，这一切都阻挡不了“玫瑰”的热

距离伦敦奥运会开幕还有 500 天 7 小时 6

度，公牛的热度。谁是本赛季的 MVP？虽

样，任何对手都不敢轻视他们。
而不善言语、不喜欢张扬的公牛领军

分钟 56 秒的时候，奥运会倒计时钟没有

然离常规赛全部结束还有半个多月，但这

人物“Rose”，直译成中文恰好是人人都爱

继续计时，倒计时钟上的数字停留在了

个人选已经失去悬念，在正常思维下，公

的“玫瑰”，正以无法想象的速度成长为又

这一刻。这让伦敦奥组委陷入了巨大的

牛队的当家球星罗斯必将获此殊荣。有

一代天皇巨星。乔丹，科比，罗斯……NBA

尴尬。

罗斯的公牛，现在已经是东部第一的球

的传奇圣火继续传递！ 本报记者 张华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