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综合GUILIN EVENING NEWS
24小时报料热线 2834000

编辑徐超/美术总监那艺田/校对覃骥
2018年 3月 13日 星期二 21

桂林市台联国旅 悦途假期 咨询电话 小阳：2853771 小左：18978668733
★神秘恩施、天下第一女儿城，武汉樱花、黄鹤楼、长江三峡大坝、重庆大足石刻，
无购物零自费一价全含， 2199元/人起 3月 20日出发
★河南、山西、湖北三省 7日专列大联游：洛阳牡丹、万仙山、郭亮村—挂壁公路、皇城相
府、神龙架，1780元/人起(赠送旅游五件套) 4月 17日出发
★独家路线：金川梨花/映秀、金川、四姑娘山、双桥沟、乐山、峨眉山双卧八日，
1980元/人起 3月 17日出发

南海之梦号邮轮：西沙群岛/4日游
4月 6/12/19/27日 4080元/人起
歌诗达 .赛琳娜号：上海-福冈-长崎-上海/6日游
3月 29日 4月 12/27日 2399元/人起
俄罗斯双首都+小镇双动三飞 8/9日游 桂林起止
3月 29日 4月 5/12/19/26日 5999元/人 6999元/人 7999元/人
日本双古都 6日游 桂林起止 4月 18日 6199元/人
郑州、洛阳、开封双飞 6日游 桂林起止
4月 18日 提前 30天报名送 198元拉杆箱 2680元/人
山东青岛大连三飞 6日游 桂林起止
3月 29日 提前 15天报名送三重大礼包 1680元/人

云南大理丽江双飞或双卧 6日游
0自费 0购物 桂林起止
4月 16/17/18/19/20日 2480元/人 2980元/人
独家包船：诺唯真喜悦号：上海-熊本-上海/5日游
4月 22日 3499元/人起
越南芽庄/岘港双动双飞 6/7日游 桂林起止
4月 15日 2880元/人
尼泊尔 6日纯净之旅
3月 16/30日/4月 17/27日 3999元/人/4599元/人
灌阳寻春踏青/1日游 3月 17日 99元/人
梧州美食文化/2日游 3月 17日 99元/人起
梧州+海陵岛/4日游 3月 16/30日 199元/人起

更多旅游线路欢迎咨询港中旅！18007736111
西山旗舰店 8991601 南门桥旗舰店 2818468
信义路 2885556 西城路 2856888

3月12日凌晨，在本轮希腊超级
联赛的比赛中，塞萨洛尼基与雅典
AEK之间上演了一场榜首大战，但
是这场比赛却因为PAOK主席的疯狂
举动而不了了之——— 由于对裁判判罚
不满，塞萨洛尼基的主席萨维迪斯竟
然携带枪支进入球场威胁裁判。
目前，据外媒报道，最后主裁判

又改判进球有效。不过，希腊超级联
赛官网并未公布最终结果，比赛停在
90分钟的进行状态，最终结果还要
等官方公布。
希腊球迷一直是欧洲最疯狂的球

迷群体之一，他们经常制造恐怖的主
场氛围，在希腊经济危机之前，不少
欧洲豪门都在希腊球队的主场吃过
瘪。尽管近10年来经济危机重创了
希腊球队的实力，但是希腊球迷的疯
狂程度不减反增。这一点在当天希腊
超级联赛的比赛中再次得到体现。
本轮联赛前，塞萨洛尼基排名联

赛第二，雅典AEK高居榜首，两支
球队在萨洛尼卡上演了一场榜首大
战。这场比赛双方踢得非常激烈，比
赛直到最后一分钟时还是0比0，就
在比赛行将结束时，全场最大的争议
出现了。塞萨洛尼基在一次角球进攻
中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助理裁判却
举旗示意，塞萨洛尼基有球员越位在
先。从慢镜头回放来看，塞萨洛尼基
越位的球员虽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
的确有干扰对方守门员扑救的嫌疑。
这一判罚让塞萨洛尼基到手的胜

利溜走了，本就以狂热极端著称的塞
萨洛尼基球迷不干了，他们开始爆发
出刺耳的嘘声和谩骂。正当塞萨洛尼

基球员抗议裁判时，塞萨洛尼基俱
乐部的主席萨维迪斯在几名黑衣保
镖的陪同下走进了球场，他径直走
向了主裁判质问其判罚合理性。不
过他身旁的几名黑衣人一直将他和
裁判分隔在安全距离之外，最终萨
维迪斯在抗议完毕之后被工作人员
送回了看台。
然而在现场的转播画面中却拍

到了惊人的一幕，萨维迪斯入场的
时候，腰间别着一把手枪！之前也
有过俱乐部高层入场抗议的画面，
但是带着枪进场的确罕见。萨维迪
斯在接近裁判时还把手摸向了腰间
的配枪，口中说道：“你的裁判生
涯结束了！”
雅典 AEK主教练吉梅内斯在比

赛结束后回忆起这一幕还是惊魂未
定，他说：“一开始我还不是那么
害怕，但是之后我看到了媒体拍的
图片，看到了他的手枪。我就在
想，如果当时真的有人让他热血上
头，他说不定就真的掏枪了。当时
我们都没想到对方俱乐部主席会带
着枪，他可以持枪应该是获得了许
可，但是拿枪入场抱怨裁判这也太
罕见了。”
而在塞萨洛尼基球员看来，球

队主席的这一行为也超出了他们的
想象，塞萨洛尼基球员克雷斯波
说：“我当时也不知道主席带着
枪，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为了自身
的安全吧，平时我在接触主席的时
候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
我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也很意外。”

据新浪体育

3 月 12 日，据西班牙《阿斯
报》报道，皇马球员们在两天假期里
努力放松心情，前锋本泽马驾驶私人
飞机来了一次释放压力之旅。
3月 10日皇马 2比 1绝杀了埃

瓦尔，下一场比赛是 3月 19日对阵
赫罗纳，长达 9 天的间隔，主教练
齐达内给全队放了两天假。经过了此
前一阵密集赛程的球员们抓紧机会放
松自己，玩法五花八门。皇马球迷们
在《阿斯报》这篇新闻的留言板上也

发布了很多有趣的言论。
玩法与众不同的是本泽马，这位

法国前锋在没有透露他去哪里的情况
下，在INS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
他如何学会并且驾驶一架私人飞机，
并且后来证明他已经到达目的地。本
泽马这件事很像职场白领在经历长时
间折磨后渴望跳伞蹦极释放压力，有
网友评论：本泽马到底想宣泄什么情
绪。

据搜狐体育

皇马球员本泽马假期学开飞机
网友调侃：你想宣泄什么情绪

一言不合就“掏枪”！
希腊超级联赛一球队主席不满判罚 带枪入场威胁裁判

郑在成/李龙大曾是国羽最大的
对手之一。如今， 35岁改当教练的
郑在成已经离世，去年复出的李龙大
却将带着搭档的梦想继续前行。
无论是在男双还是在混双赛场，

被韩国民众称为“国民弟弟”的李龙
大都曾是中国羽毛球队的“麻烦制造
者”。
2008年北京奥运会，年仅20岁

的李龙大与李孝贞搭档爆冷夺得混双
冠军，这也是韩国羽毛球队时隔12
年再次夺得奥运金牌。
北京奥运会后，李龙大/郑在成

攀上职业生涯的巅峰。他们多次在国
际羽联的系列赛中折桂，排名一度高
居世界第一。
2012年伦敦奥运会，老对手蔡

赟/傅海峰拿下金牌，而“成龙”组

合获得了男双季军，这也是这对组
合最后一次搭档。郑在成在此之后
宣布退役，而李龙大和新搭档柳延
星又迅速攀升至世界第一。
在2016年韩国公开赛夺得男双

冠军后，李龙大宣布退出国家队。
目前，李龙大与柳延星已经开

始参加韩国的国内比赛，并在逐步
找回最佳状态，“我现在和世界顶
尖选手的确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希
望自己能一直保持着训练，在之后
能够在国际舞台上亮相，把这个差
距弥补回来”。此前接受采访时，
这位即将而立的老将表示，哪怕没
有十足的把握，自己的梦想依旧是
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据新浪体育

韩国羽球名将李龙大将重返国际赛场
2018国际乒联世界巡回赛卡塔尔

公开赛1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
中国队囊括所有项目冠军，再次展示了
难以撼动的整体实力。
赛事最后一个项目——— 男子单打的

冠军争夺战在中国队的樊振东和巴西选
手卡尔德拉诺之间展开，这也是巴西选
手首次闯入世界级大赛的决赛。
作为中国队的最后一道防线，樊振

东首局遭遇了对手搏杀战术的极大考
验，一度落后。但他及时调整战术，最
终将对手斩于马下。
樊振东的场外指导教练王皓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这位巴西选手打法凶狠，
搏杀能力强，而樊振东在参加多项比赛
后未能充分恢复体力和进行系统训练，
并未处于最好的竞技状态，因此比赛开
始有些被动。王皓说，这场球对樊振东
而言锻炼价值很大，在大比分落后和不

在最佳状态的情形下仍然取得胜利。他
同时补充说，中国男队的主要对手仍然
是德国队。
樊振东还和许昕搭档，战胜日本组

合水谷隼/大岛祐哉，斩获男双冠军。
在此前进行的女子单打决赛中，名

将刘诗雯在连失两局的不利局面下实现
逆转，赢得与王曼昱的德比战，夺得冠
军。女双决赛同样是中国队“内战”，
小将王曼昱携手陈可，击败了孙颖莎/
陈幸同，获得本年度第一个双打冠军。
中国队的薛飞、张瑞还分别获得U21组
男单和女单冠军。
由于本次赛事采用国际乒联新的排

名方法确定排名，中国名将刘诗雯、丁
宁、方博等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进入
正赛后，朱雨玲与刘诗雯相遇而未能进
入前32名，丁宁则在争夺8强席位时负
于队友陈梦，被淘汰出局。据新华社

国乒包揽卡塔尔公开赛六冠

12日，塞萨洛尼基的主席萨维迪斯进入赛场，在接近裁判时把手摸向了
腰间的配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