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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男篮

孙悦因伤提前告别新赛季
脚伤加重需手术治疗

期待尽快健康归来
■体坛速递

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昨天宣布， 同意孙悦提出的治疗脚
踝伤势的要求，新赛季将不为其进行 CBA 联赛注册。 孙悦本
人在接受采访时也称，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归。

广东队象甲领跑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倩）

日前，2017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
赛第 22轮的比赛在各主场战罢。
领头羊广东队客场负于内蒙古
队，两队大分相同，广东队仍以局
分的优势位居榜首。
联赛常规赛已经接近尾声，
排名争夺的激烈程度变缓。本轮
再次出现了多场四盘全和的“闷
平”场景，其中上海金外滩队主场
四和威凯金环京冀联队，沪军万春
林、谢靖、赵玮、孙勇征分别战平了
蒋川、张强、金波等人。领头羊、卫
冕冠军“六冠王”广东碧桂园队客
场对垒内蒙古伊泰队，两队前面三
战广东队以二和一负落后，许银
川、郑惟桐战和洪智、蔚强，张学潮
败给郝继超。最后一战，广东大将
许国义执红棋凶悍对攻“东北虎”
赵国荣，结果双方打成平手，广东
继续以局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首钢公告 表达支持

首钢 俱 乐 部 官 方 公 告
称：“ 孙悦向俱乐部提出，因
脚踝伤病发展严重，暂时缺
席本赛季联赛，尽快进行手
术和术后康复，以健康状态
重返赛场。双方一起进行充
分协商和评估后，俱乐部尊
重孙悦的意愿，专心进行脚
踝手术和康复，因此孙悦将
不参加本赛季 CBA联赛的
球员注册。”
上赛季开始前，孙悦在季
前赛就扭伤了脚踝，后经专家
诊断，发现他的踝关节有游离
碎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

比赛状态。但当时孙悦和球队
都没有选择手术取碎骨，而是
边保守治疗边坚持打完上个
赛季。俱乐部方面介绍，在今
年赴美自训期间，孙悦的脚踝
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伤病，经
医疗专家诊治，提出专业意
见，孙悦决定进行手术和康
复，以彻底解决问题。
俱乐部最终同意了孙悦
的要求，并肯定了他在球队的
贡献和作用。公告中写道：
“尽
管本赛季孙悦将暂停为首钢
征战，但他仍是首钢男篮的重
要一员。”

孙悦回应 专心治伤

公告发布后，有媒体联系
到孙悦本人，他证实了俱乐部
的说法，表示将彻底解决伤病
问题，更好地回归球场。
孙悦透露，在美国训练期
间，他的脚伤进一步恶化，并
在 2周前因为脚部发力点改
变，导致腰椎意外受伤。经检
查，他的腰椎发生退行性改
变，曲度变直，专家提出的解
决方案是尽快接受手术和康
复。据悉，整个恢复期将长达
半年左右，这也意味着他的赛
季提前报销。
作为年过 30岁的老将，
又要缺席整个赛季，有人猜
测孙悦是否会就此退役，他
予以否认：“ 今年我希望能
够彻底把伤病问题解决，这

么做也是为了更好地回到球
场。”至于康复后在首钢队
是否还有位置，下一步的去
向等问题，他表示还没有考
虑，“ 现在只想积极地治疗
和康复。”
孙悦与首钢队合同还剩
2年，无论孙悦伤愈回归后能
否继续占据主力位置，至少首
钢队本赛季必须做好体系中
没有孙悦的准备。上赛季，拖
着伤脚征战的孙悦因为进攻
数据下滑明显而备受质疑，但
在防守端，孙悦仍承担起重要
任务，身高臂长、防守面积大
等特点仍然是球队十分需要
的。另外，他场均还能贡献 1.6
次盖帽，几次关键封盖为球队
建功。

彪哥转会 暂未敲定

另外，昨天还传出了张庆
鹏即将转会山东队的消息。根
据山东媒体的说法，双方很可
能在这几天完成签约。而首钢
俱乐部新闻发言人透露，山东
队确实想要张庆鹏，但两边没
有达成一致，也还未落笔签
字，“山东多次表达了想要张
庆鹏的愿望，我们都知道他是
很有实力的球员，我们也很犹
豫。”对于想用张庆鹏换山东
队内线的说法，首钢方面只表

示，如果有实质性进展会及时
发布。
首钢男篮在结束全运会
任务后迎来短暂假期，全队
本周已经集合，新援刘晓宇
也已经到队。目前，球队正在
首钢集团位于曹妃甸的工厂
进行参观慰问。下一步，球队
还计划与周边球队敲定几场
教学比赛，以便更好地备战
新赛季。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篮球邀请赛

老马轮休 北控连胜
2017 珍轩杯男篮邀请赛昨天在马来西亚继续进行，首战
获胜的北控队以 71 比 59 战胜尼日利亚的卡农皮勒斯队，取
得两连胜。马布里本场轮休，兰多夫得到全队最高的 16 分和
10 个篮板，阿巴斯得到 7 分、8 篮板、3 助攻。图为兰多夫首场
比赛中。

■数据欧冠 巴萨 3:0 尤文图斯

梅西双重复仇尤文
攻破布冯十指关

报上赛季淘汰之仇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新赛季欧冠小组赛首轮全面展开，
巴塞罗那主场 3 比 0 完胜尤文图斯。梅西首度攻破布冯球门
并上演梅开二度好戏，拉基蒂奇也打进一球。

梅西终于攻克布冯

梅西职业生涯中剩下
的挑战已经不多，攻破布
冯的大门算是一个。赛前
西班牙媒体就指出，此役
梅西的目标是攻破布冯把
守的大门，职业生涯中他
曾攻破 123位门将把守的
大门，却从未攻破布冯的
球门。
梅 西 曾 3次 遇 上 布
冯，但没有一次攻破意大
利门神把守的大门。上赛
季欧冠淘汰赛，巴萨被尤
文图斯淘汰。两回合比赛
梅西都未能取得进球。
2015年欧冠决赛，巴萨虽
然战胜尤文图斯夺冠，但
进球的是拉基蒂奇、苏亚
雷斯和内马尔。在阿根廷
国家队，梅西还没有与布
冯相遇过。
昨天，梅西终于攻破
布冯的大门，而且一进就
是两个，他在欧冠中的进
球已经达到了 96个，而新

赛 季 已 经 取 得 了 7个 进
球。本场比赛他也理所当
然地成为了全场评分最高
的球员。
巴尔韦德盛赞球王

巴萨主帅巴尔韦德赛后
表示：“对于梅西，我的感觉
就是有他在，我们总会遇到
好事。多年来与他对阵都让
我感觉非常痛苦，但现在我
有幸拥有他，终于可以享受
了。”巴尔韦德说：
“我们现在
的情况很好。这场比赛打进
3球，没有丢球，拿到 3分，这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组赛
的赛程是很密集的。”
对于新援登贝莱的表
现，巴尔韦德表示：“他训练
得不错，但必须慢慢来，我们
都在进步。”同时，巴尔韦德
表示对尤文图斯的胜利对巴
萨来说是一大激励，“上赛季
他们淘汰了我们，还进入了
欧冠决赛。这场胜利对我们
建立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跑友穿越古夜郎
北京晨报讯 （记者 韩雪晨）

夜郎故里·赫章 2017国际高原山
地穿越挑战赛暨天空跑全国积分赛
开幕式近日在贵州赫章县举行。此
次穿越挑战赛吸引了来自 12个国
家和地区的 3100多名选手参与。
赫章旅游资源独特，赫章韭菜
坪被评为“中国十大避暑名山”，大
韭菜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野韭
菜花带、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
护区，是国家 4A级景区。此次穿
越挑战赛以“穿越古夜郎、体验原
生态、拥抱大健康”为主题，旨在向
全国及全世界推介赫章低纬度、高
海拔的独特体育与旅游资源，展示
赫章神秘的夜郎文化和民族民间
文化，助力赫章加快脱贫步伐。
NHL 球星盼访华

北京晨报讯（记 者 韩雪晨）

9月 21日，北美职业冰球联赛
（NHL）的两支劲旅洛杉矶国王和
温哥华加人将开启他们的首次中
国行活动，在近日举行的 NHL球
员媒体见面活动上，主办方设置
了与中国传统元素相关的活动让
球员体验。
即将跟随国王队来到中国比
赛的坦那·皮尔森率先用中文跟
各位球迷问好，并展示 NHL中国
赛上海站的定制 T恤衫。圣路易
斯蓝调队的俄罗斯球员弗拉迪米
尔·塔拉森科则参与了“筷子叠冰
球”挑战赛。初次使用筷子的他表
现毫不逊色，最终一共叠了 7个
冰球。除此之外，塔拉森科还首次
品尝了中国传统食品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