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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姜保玉，原市总工会主

席，于 2017 年 6 月 17 日上

午 11时 18分因病逝世，享年

69 岁，兹定于 2017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时在桂林市殡仪

馆举行告别仪式，特敬告亲朋

好友。

妻：秦小云 携

女：姜旭 婿：赵玉国

泣告

2017年 6月 18日

讣 告
先母莫运姣于 2017 年 6

月 16 日下午病故，享年 82

岁，兹定于 6 月 20 日 10 时

在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上午 9 时在石油六公司 C 区

有车前往，谨此讣告。

刘剑强 刘剑红 刘建安

刘建林 刘建刚 刘建成

哀告

2017年 6月 17日

讣 告在１７日广州开赛的金砖国家运动会女排比
赛中，中国Ｕ２０队直落三局完胜印度队，取得
中国代表团在该运动会上的首场胜利。
中国队和印度队的比赛是继１７日上午俄罗

斯队战胜南非队之后，金砖运动会开始的第二场
比赛。印度女排与中国队实力差距较大，支撑了
一小时三分钟败下阵来。中国队以２５：１１、
２５：４和２５：９获得３个积分。
中国队主教练沈芒赛后表示，这支青年队是

去年Ｕ１９亚青赛的班底，金砖运动会是她们今
年打的第一场大型比赛。“今天对手比较弱，开
始进入状态时还有些拘谨，后面才打开了。俄罗
斯和巴西是此次运动会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的
目标是全力以赴冲击冠军。”
“２０１５年我们国少队赢过俄罗斯，她们是

同一批队伍进入国青队，巴西这支队伍也是以
（１９） 19９８年（出生的球员）为主，今年７
月墨西哥世青赛上中国的主要对手也是巴西和俄
罗斯。”沈芒说。
沈芒认为，目前队里有一批实力不俗的青年

运动员，有希望到更高的平台上去锻炼和比赛。
“吴晗是去年亚青赛的ＭＶＰ，虽然身高不占优
势，但技术很全面，能跳发、一传，主攻、接应
都能打，后排既能打后三，也能打后二。陈佩妍
很有天赋和潜力，而且是左手运动员，是重点培
养对象之一。她们有朝气、有激情，但球龄和经
验限制她们发挥。我们要引导，通过比赛把她们
水平提高上去。”
印度队主教练阿贾伊·詹格拉告诉记者，印度

女排１７日凌晨才抵达广州，没有足够的适应训练
时间。“中国队员身材高大，体能充沛，我们队
伍中很多选手刚满１６岁，在天赋上与中国队员相
差很远。这次我们主要是来学习技术打法，下一
场是１９日对阵南非队，我们争取调整出最好的状
态应战。”
金砖国家运动会共设篮球、排球和武术三个

大项，１０个小项，排球采取积分制，是其中开赛
最早的项目。中国女排将在１８日迎战俄罗斯队，
２１日对阵巴西队。

据新华社

尤文图斯俱乐部总经理马洛
塔１６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球
队拒绝了英超冠军切尔西对桑德
罗的报价。
今年２６岁的桑德罗于２０１５

年从波尔图加盟尤文图斯，在
“斑马军团”这两年，桑德罗逐
渐成为足坛最出色的左后卫之
一。上个赛季，这名巴西人为尤
文打入三球，并有五次助攻，他
的优异表现也引来了欧洲其他豪
门的关注，切尔西便是其中一

支。
马洛塔说：“切尔西对桑

德罗有一份非常高的报价，但
我们予以拒绝。”
与此同时，马洛塔也承认

效力于拜仁慕尼黑的边锋道格
拉斯·科斯塔是球队的引援目标
之一。“感谢拜仁让我们有机
会与球员经纪人谈一谈，但俱
乐部必须有出售球员的意愿，
且在价格方面我们也得达成一
致。” 据新华社

尤文图斯球员阿尔维斯１６
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俱乐
部队友布冯是一位伟大的球员，
不需要用欧冠冠军为自己证明。
作为意大利乃至国际足坛的

一位传奇门将，布冯曾赢得荣誉
无数，但始终与欧冠奖杯无缘。
布冯曾三次随尤文图斯进入欧冠
决赛，但全部失利。可在阿尔维
斯看来，即便没有欧冠，也不能
否认布冯杰出的职业生涯。

他说：“布冯是一位真正
的职业球员，欧冠冠军只是一
个头衔，不能因此就认为布冯
不够优秀，他是一位传奇，布
冯永远都是布冯。”
此外，阿尔维斯还谈到了

不久前输给皇家马德里的欧冠
决赛，他承认了双方实力上的
差距，“皇马理应赢得胜利，
比赛反映了一切”。

据新华社

昨日，2017 年国际乒联世
界巡回赛日本公开赛继续进行，
中国队喜讯连连，王曼昱逆转伊
藤美诚，马龙力克丹羽孝希，刚刚
结束的焦点之战，陈梦报了亚锦
赛一箭之仇，成功复仇平野美宇。
陈梦之前在亚锦赛上，负于

平野美宇，让中国的女单金牌旁
落，一直是陈梦心中的刺。本次
日乒赛，也是亚锦赛后两人的第
一次对决。一开场陈梦就表现出
了很高的竞技状态。陈梦以发
球，落点，频频压制平野美宇，
让她无法打出流畅的搏杀对攻
球，前三局 11：7 、 11：8 、
11：5，陈梦轻松拿下。

第四局，经过调整，平野
开始组织起一些搏杀和对攻，
收获不错效果，比分一直打到
了 7：7 。今天陈梦的发球都有
不错收获，又是连着两记发
球，陈梦改变战术，没有保
守，而是发球后大胆抢攻，这
让平野美宇很不适应，节奏被
打乱，回球连连出界， 7：11输
掉了第四局。
最终，陈梦 11：7、11：8、

11：5、 11：7， 4比 0将平野
美宇横扫。本次女单，日本派
出了 20多人参赛，平野的出局
也意味着，日本女单选手全部
出局。 本报综合

陈梦日本公开赛横扫平野美宇
日本女单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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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0中国女排完胜印度

尤文拒绝切尔西
对桑德罗的报价

郜林高拉特立功 曾诚扑点

恒大客胜恒丰
迎九连胜

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高拉特在进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 6月 17日下午， 2017赛季
中超联赛第 13轮赛事展开，广州恒大淘宝
客场 2 比 0 战胜贵州恒丰智诚，恒大收获
联赛 9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恒丰智诚 4
轮不败被终结。
恒丰智诚近 4 轮 2 胜 2 平，于曼萨诺

接管教鞭后形成平稳走势，目前排名积分榜
第 8 位。本轮恒丰智诚后防线减员严重，
主力门将苏渤洋与出自恒大的中后卫韩鹏飞
均停赛，麦克格文因国家队赛事离队。
间歇期前恒大在繁密赛程中打出 8 连

胜，持续领跑积分榜。在国家队受伤的郑智
缺阵，徐新与保利尼奥搭档双后腰。
开场后恒大反客为主展开主动前压，恒

丰智诚先是摆出回撤防守的姿态，比赛进行
5分钟后突然加强中前场逼抢，对恒大形成
连续抢断。第 8 分钟，耶拉维奇在右路获
得前插机会，曾诚冲出禁区将球破坏；紧接
着闵俊麟又为恒丰智诚赢得禁区前任意球，
切里攻门被曾诚挡出。
第 43分钟，恒大取得入球：张琳芃右

路送出斜传，郜林反越位前插，小禁区前面
对门将飞身垫射破门。郜林收获本赛季第 4

粒联赛入球。半场结束前，郜林被法图斯撞
伤眼角，于汉超登场换下郜林。
第 58分钟，恒丰智诚错失点球机会：伊

力哈木江左边路头球摆渡，蒋亮得球直接前
冲，徐新在禁区线上铲球放翻蒋亮，裁判判
定点球，恒大球员认为犯规地点在禁区外，
恒丰智诚则认为应向徐新出牌，双方都有些
不满；耶拉维奇操刀点球打向中路，曾诚用
脚将球挡出。
第 70分钟，场面被动的恒大抓住机会将

比分扩大：廖力生将球传向恒丰智诚防线身
后，唐鑫与蒋亮两位边卫内收不及，蒋亮还
险些滑倒，高拉特机敏前插后大力抽射破
门。高拉特收获本赛季第 10粒联赛入球。
进入补时阶段，恒丰智诚又展开持续冲

击，闵俊麟右路快速前插后攻门打偏。最终
恒大 2比 0战胜恒丰智诚。
昨天另外三场中超联赛的结果为：河北华

夏幸福主场 1比 0战胜天津权健。上海申花主
场迎战重庆力帆，最终两队 2比 2战平。河南
建业坐镇主场迎来延边富德的挑战，建业 3比
1战胜延边，赢得保级之战，而延边队只积 7分
稳坐副班长位置。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