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帕克宣布退役

6月11日， “弘扬中华武术美德 传承高尚家国情怀” 石景
山区中小学生武林大会暨石景山区中小学生向新中国70华诞献礼
优秀武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在银河小学举行。 十余所石景山
区中小学分别表演了武术操、 搏击操、 集体拳等项目， 虎虎生威
的展示赢得台下一片叫好声。 下一步， 石景山区将继续推进武术
进校园项目的深入实施， 全面提升学生体质， 2020年项目校将达
到30所。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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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贾导导待待我我们们如如父父

本报讯 NBA球星帕克日前
宣布了退役的消息。 帕克表示：
“我决定退役了， 我决定不再打
篮球了。”

托尼·帕克1982年5月17日出
生于比利时布鲁日， 法国职业篮
球运动员， 司职控球后卫。 2001
年， 帕克第一轮以第28顺位被圣
安东尼奥马刺队选中 。 2001至
2002赛季， 帕克入选NBA最佳新
秀阵容 。 帕克被誉为法国小跑
车， 他是马刺队历史上最伟大的

球员之一， 和邓肯、 吉诺比利组
成的GDP组合， 也是历史上最默
契、 最成功、 合作最长久的组合
之一。 他们携手拿下4次总冠军，

帮助马刺队成为了王朝球队。
2018年7月7日， 帕克以两年

1000万美元的合同加盟夏洛特黄
蜂队。 （中新）

本报讯 美国篮联昨天公布
了今年世界杯的20人大名单， 火
箭队的哈登和鹈鹕队的戴维斯领
衔该阵容。

今年男篮世界杯将于8月31
日至9月15日在中国的八个城市
举行。 本届世界杯的32支球队将
被分成8个小组， 美国队与捷克，

土耳其和日本同处E组。 以下为
20人详细名单：

哈里森·巴恩斯， 布拉德利·
比尔 ， 戴维斯 ， 德拉蒙德 ， 哈
登， 埃里克·戈登， 托比亚斯·哈
里斯 ， 库兹马 ， 利拉德 ， 布鲁
克·洛佩斯， 勒夫， 洛瑞， CJ·麦
科勒姆， 米德尔顿， 米尔萨普，
米切尔， 塔图姆， 迈尔斯·特纳，
塔克和肯巴·沃克。 （西风）

本报讯 据WTA官网消息 ，
前世界第一莎拉波娃将在下周重
返WTA巡回赛 ， 她将以外卡身
份参加马洛卡公开赛。

“很高兴地宣布， 我将持外
卡参加马洛卡公开赛的争夺， 我

想要感谢赛事为我和过去几个月
来一直支持我的球迷提供的宝贵
机会。” 莎拉波娃如是说道。

今年1月底， 莎拉波娃在赢
下圣彼得堡首轮的比赛后， 因肩
伤原因退出了次轮的争夺 。 此

后， 俄罗斯人一直高挂免战牌，
几乎错过了上半个赛季的所有比
赛。 二月份， 她在个人社交媒体
上表示， 已经接受肩部手术， 目
前正在恢复当中。

今年的马洛卡公开赛将于6
月17日正式开拍， 除了莎拉波娃
之外， 另外两位前世界第一科贝
尔和阿扎伦卡都将亮相这站草地
国际赛，为温网进行热身。 （中新）

本报讯 上周日 ， 在印度本
加鲁鲁邦举行的国际篮联成员国
联盟大会上 ， 中国篮协主席姚
明当选为亚篮联委员会主席 、
亚 篮 联 中 央 局 委 员 ， 这 是 原
篮 管 中 心 主 任 李 元 伟 和 信 兰

成后又 一位来自中国的亚篮联
委员会主席。

2004年， 时任中国篮管中心
主任的李元伟当选为亚篮联主
席， 2014年， 前篮管中心主任信
兰成当选亚篮联主席， 姚明是中

国的第三位亚篮联主席。
姚明曾是中国篮坛在国际上

最有影响力的球员， 在退役后，
一直从事篮球工作 ， 特别是在
2017年当选中国篮协主席后， 姚
明对中国篮球的改革和推动有目
共睹， 此次当选亚篮联委员会主
席， 中国篮球在亚篮联乃至国际
篮联将有更重的话语权。

（艾文）

■体育资讯

中国女足球星王霜10日在训
练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她
上场在对德国的比赛中辜负了主
教练贾秀全的期望； 贾秀全像父
亲一样对待女足球员， 希望外界
能够客观看待他和中国队， 不要
妄加猜测。

中国队本届世界杯首场比赛
以0： 1憾负德国队之后， 外界传
出王霜和贾秀全将士失和的说
法。 事情起因在于中德比赛之后
贾秀全对于王霜表现的评价 ：
“你觉得她下半场踢得怎么样 ？
还用问我吗？ 大家都看到了。 我
需要的是一个团队， 不是某个球
星在我的团队里面， 我需要的是
整体足球。”

这些传闻显然引起了王霜的
关注 。 10日 ， 中国队训练结束
后， 她针对这些传闻进行澄清。
她说： “对德国那场球， 打完以
后不是有个混采吗， 我也说了对
自己的状态不是特别满意， 发挥

得也不是那么好。 然后出现这么
多言论， 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客
观地去看待我们这支队伍， 包括
我现在的状态。”

“就拿对德国这场球来说，我
很感谢贾导给我机会， 能让我上
场比赛， 但是自己还是辜负了他
对我的期望。 ”王霜说。 她认为自
己“确实没有做到”贾秀全安排给
她的职责———组织进攻。

王霜表示， 她从巴黎圣日耳
曼队回到中国队后， 状态始终不
佳， 贾秀全和全体教练组都在努
力帮她。 贾秀全兢兢业业工作，
对于球队倍加呵护， 外界对他存
在误解。

她说： “从巴黎回来之后 ，
教练组和整个队伍一直挺帮助我
的， 因为知道我的竞技状态还不
是特别好， 就从我回来那一天每
一堂训练课， 最后贾指导和整个
教练组都留下来陪我加练。”

“我看到了那么多的言论 ，

其实大家并不特别了解贾导和我
们这支女足队伍， 一年多来， 我
觉得贾导为这支队付出了很多东
西， 我们队员都看在眼里， 记在
心里。 他每一堂训练课， 三个小
时训练， 整个教练组， 包括他一
直都陪着我们， 每一堂训练课他
一滴水都不喝， 这些我们都看在
眼里。” 王霜接着说， “而且他
来了这个队伍， 我们大家都能感
受到进步， 我们大家都能感受到
他给我们带来的改变。 所以我觉
得贾导对于我们来说就像父亲一
样 ， 他 不 管 怎 么 去 说 我 们 ，
那 都 是为我们好 ， 这个我们都
知道，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自身
找原因。”

王霜呼吁外界维护中国女足
的利益， 营造良好氛围。 她说：
“我希望媒体和球迷能够更多地
去维护我们这个队， 不要再去猜
测我和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些东
西。 贾导出征前就说了， 我们是

一个家庭， 需要共同地为这个家
去付出去打好这次世界杯。”

中国女足将于13日在巴黎王
子球场迎战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
对手南非队。 这是一场事关中国
队小组出线生死前景的比赛， 不
容闪失。

王霜对于此战信心十足。 她
说： “第一场比赛大家也都看到
了， 其实我们是有实力去跟任何
队伍去抗衡， 去较量的。 上一场

比赛已经过去了， 我们需要去准
备接下来的比赛， 我们会全神贯
注备战下一场比赛。”

在上一场对德国队比赛中因
伤被替换下场的娄佳慧， 10日训
练结束后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她表示 ， 她的伤情已无大碍 ，
“可以忍”。 她说： “就是被对方
鞋钉踩了一下， 还是很痛， 但不
是那种踢不了比赛的大伤。”

据新华社

中建一局先锋杯篮球赛落幕
近日， 由中建一局工会举办的 “先锋杯” 篮球赛落幕， 来自

中建一局各子企业的17支代表队参赛。 本次比赛分南北两个赛
区， 采取分组淘汰制， 共有38场团体赛， 3场单项赛。 运动员们
用激情和汗水充分展示了中建一局职工拼搏向上的精神， 为在场
的观众带来了魅力四射的篮球盛宴。

本报记者 马超 摄影报道

石景山举行中小学生武林大会

姚明当选亚篮联主席

哈登戴维斯入选

美国队男篮世界杯大名单公布

莎拉波娃宣布复出

王霜回应将士失和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