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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集训 连续遭遇减员
王燊超因伤退出

里皮拒张玉宁归队

相同复式票揽大奖

为了备战下周四主场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世预赛 12 强赛，中国国
家队已经在武汉展开集训。 但让球队主帅里皮感到头疼的是，本期国足
受困于伤病影响，上港队长王燊超也已在昨天因伤离开球队。

■ 体坛速递

国安拉练打起沙排
北京晨报讯 （记 者 宋

国安德国拉练已经过半，
教练组注重高质量训练的同
时，为避免球员的身体疲劳，
安排了骑行和沙排活动。昨
天，国安全队按要求着跑鞋
在大堂外集合，这次等待他
们的不再是煎熬的体能训
练。主教练施密特随后向大
家公布了计划：上午乡间小
路骑行放松，下午沙滩排球
对抗赛。这也是教练组对前
翃）

段时间队员们刻苦训练的奖
励，大家迎来了一整天难得
的放松机会。
下午，队伍来到距驻地
约 10公里的沙排球场，球
队专门请来了两位德国现
役专业沙排运动员安妮·舒
马赫和金贝恩斯为大家做
赛前培训和讲解。沙排比赛
中，杨智、索里亚诺、拉尔夫
和杜明洋的组合获得了最
终的冠军。

国足备战心态不错。

骑士或将取消交易

困扰 国足再遇伤病打击

中超联赛已经进入后半程的争
夺，联赛的激烈也让越来越多的球员
进入身体疲劳期，伤病更为多发，如于
大宝、黄博文、梅方等球员就是因伤落
选本期集训名单。国足昨天进行训练
时，正式宣布了另一个伤病减员消
息：上港队长王■超因伤离开球队。
据国家队方面介绍，王■超第
一天来到国家队报到时就已说明

—上轮中超联
了自己的伤病情况——
赛时左侧腹股沟拉伤，他也没有参
加国足集训首练。经过国家队队医
检查后，确认王■超目前的身体状
况无法跟随球队继续备战，因此他
已在昨天离开武汉，返回上海。好在
国足左后卫的位置人员储备相对充
足，姜至鹏、李磊和刚被征召入队的
李学鹏都可以胜任。

北京晨报讯（记者 亢雪

清这次误会。云达不来梅对张玉宁
无法参加这次国家队赛事表示非
常遗憾。我们非常骄傲能拥有张玉
宁这样一位中国国家队的队员，并
将在未来尽全力支持他为他的祖
国在国际赛场上驰骋。”此外，张玉
宁本人也已与国家队主帅进行了
电话沟通。值得一提的是，张玉宁
和不来梅方面此前并没有告知国
足教练组“希望推迟归队”的消息，
这显然令从严治军的里皮无法接
受，“ 银狐”也表示，自己不会更改
这一决定，张玉宁本期集训“也不
用再回来了”。

对手 乌兹别克热身大胜

在国足紧张备战的同时，乌兹别
克斯坦队也在针对中国队进行训练。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他们在主场与吉
尔吉斯斯坦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结
果以5比0取得大胜。
乌兹别克斯坦队目前排名小
组第三，出线前景乐观。据当地媒
体透露，球队主帅巴巴扬希望借助

这场热身赛演练新战术，为了防止
球队机密外泄，乌兹别克斯坦在本
场比赛采取了“全封闭”方式：比赛
不对外开放，也不进行电视转播。
值得一提的是，“中亚狼”对于最后
两轮小组赛极为重视：他们将客场
挑战中国队，主场迎战韩国队。
北京晨报记者 周萧

昨天美国媒体爆料，骑士
与凯尔特人刚刚完成的欧文
与小托马斯互换东家的交易
可能被取消，因为小托马斯
完成体检后，骑士仍在评估
他的臀部伤势以及是否继续
执行欧文的这笔交易。
骑士将主动申请交易
的当家控卫欧文送至凯尔
特人，换来了全明星控卫以
赛亚·托马斯，后者是在 3
松）

回应 张玉宁澄清征调事

本期国足集训中，在德甲不来
梅队效力的小将张玉宁并未出现。
球队集中首日，国足主帅里皮对外
透露了原因：
“中国足协已经给不来
梅俱乐部发出了征调函，里面也规
定了报到时间，但无论俱乐部还是
球员经纪人，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明
确的答复，到今天为止球员也没有
按时归队。所以，我决定本期国家队
集训不再征调张玉宁了。”
“银狐”的表态引发外界关注，
不来梅俱乐部官方在昨天作出回
应，“由于各方沟通不足，造成了这
次误会。我们很有信心可以很快澄

京彩聚焦

月 16日对阵森林狼的比赛
中臀部受伤的，并在东部半
决赛第六战时伤势加重，东
部半决赛抢七大战，他带伤
出战，并帮助凯尔特人晋级
东部决赛。东部决赛第二战
中，小托马斯因臀伤中途退
赛，随后宣布因伤赛季报
销。不过，考虑到手术的恢
复期较长，可能影响到新赛
季，小托马斯最终选择了保
守治疗。

水上极速大赛预热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韩雪

2017中国·柳州上汽通用
五菱杯世界水上极速运动大赛
（简称 IAC）新闻发布会近日在
京召开。据悉，本届赛事在项目
上进行了优化和创新，包含中
国柳州国际水上摩托公开赛、
U.I.M.F1摩托艇世界锦标赛中
国大奖赛柳州公开赛、中美滑
水明星挑战赛三大分项赛事，
将于 9月 27日至 10月 3日在
柳州静兰水上基地开赛。
除了本次三大赛事以外，
柳州市还将在十一黄金周，继
续举办国际水上狂欢节，包括
文化交流、秋水狂欢、经典狂
欢和人文狂欢四个系列的 20
个相关活动，涉及文化、旅游、
亲水、摄影、垂钓、音乐、美食
以及少数民族风情等内容。
晨）

近日，山东枣庄 548万元
和内蒙古乌兰察布 271万元
得主各自现身，领走属于自己
的大奖。这两个大奖均出自传
统足彩 14场胜负游戏，巧的
是，两位大奖得主采用了相同
的复式投注方式。对于即将迎
来“3.12亿元大派奖”、人气十
足的传统足彩而言，这两个大
奖的诞生，堪称彩市“白马”。
背景：8月 5日，传统足
彩 14场胜负游戏第 17107期
全国开出一等奖 1注，每注奖
金为 500万元；二等奖开出
90注，每注奖金为 3.43万元。
山东枣庄彩友刘先生凭借一
张复式票，拿下 1注一等奖和
14注二等奖，奖金达到 548
万余元。
8月 7日，刘先生现身体
彩中心领取了 548万元大奖。
据了解，刘先生于传统足彩第
17106期 、17107期 、17108
期连续三期中奖，合计收获奖
金 656万元，堪称牛人。刘先
生说，基于对足球赛事的无限
热爱，他在多年以前就开始了
对足彩的潜心研究。“年轻的
时候就喜欢足球，虽然踢球的
机会不多，但也曾有过在绿茵
场上驰骋的梦想。后来，慢慢
有了自己的偶像，有了热爱的
球队和联赛。欧洲是足球运动
最发达的地区，我最喜爱的就
是五大联赛之一的法甲。”
背景：8月 18日，传统足
彩 14场胜负游戏第 17115
期全国开出一等奖 4注，每注
奖金为 222.42万元；二等奖
开出 109注，每注奖金为 3.49
万元。内蒙古乌兰察布彩友于
先生凭借一张复式票，拿下一
等奖 1注及二等奖若干注，合
计收获奖金 271万余元。当天
下午，于先生在朋友的陪伴下
现身内蒙古体彩中心领取了
271万元大奖。
于先生是个 90后，对于
足彩有着自己的“套路”和想
法。“最初只是喜欢看足球赛
事，然后开始接触足彩，再后
来参与其中体验到了购彩的
乐趣！”领奖时，于先生兴奋地
说，“接触足彩两年多，平时玩
得比较多的是任选 9场和 14
场，凭经验和对球队的了解进
行投注。所以说，这次中 271
万元大奖对我很有意义，不盲
目跟从、相信自己真的重要。”
（陈敏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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