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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世界杯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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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同陷“苦战”，六连胜都“少挣”1分
啥也不说了！

中美今日谁赢谁冠军

中国队首遇严峻挑战
郎导变阵妙手解困

在第一阶段的头五场比赛中，一路零封
对手的中国女排并没有在球场上遇到太多
挑战。即便面对实力较强的俄罗斯女排，球
队也没有丢掉任何一局就拿下胜利。球队
势如破竹，主教练郎平也在场边非常镇静，
大部分时间都是安坐教练席，很少站起来跟
场上比赛的球员说上几句。

此番对阵巴西女排，中国女排遭遇了本
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
第三局在开局领先的情况，被对手后来居上
取得2：1领先，眼看球队被逼到悬崖边，郎
平也坐不住了，开始站在场边一直“监督”球
队的发挥，随时喊话指挥场上球员。

同时，针对队伍遭遇的困境，郎平出手
变阵。第三局，郎平用张常宁代替龚翔宇打
接应，李盈莹与朱婷联袂担纲主攻，中国队
一度取得13：9和17：13的优势。但这局的
最后阶段，中国队一传出现波动，致使巴西
队大比分2：1反超。

因此，第四局郎平再次调整阵容，龚翔
宇回到接应位置，李盈莹与朱婷打主攻。在
朱婷和袁心玥这两大稳定火力点的带动下，
中国队从这局中段快速拉开比分，最后袁心
玥的快球帮助中国队以25：19将比赛拖入
决胜局。在决胜局中，中国队完全压制住对
手，顺利取胜。中巴之战五局的具体比分为
25：23、23：25、22：25、25：19和15：9。

想卫冕不光要赢美国
郎导承认非常困难

郎平赛后表示，中国队对巴西队的几名
年轻球员不是太熟悉，随着比赛的进行才逐
渐找到了攻防的节奏。她还介绍说：“我们
在赛前做了很多的准备，我们知道每一次和
巴西队打比赛都是非常艰难的，而且巴西队
全场的配合、技术和场上的意识，我觉得都
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今天虽然巴西队有
两三名年轻的选手在场上，我们看到了她们
的天赋，她们在场上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有记者提到被视为冠军之争的中美对
决，郎平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觉得首先
要纠正你的说法，这并不是冠军之争，我们

后面比赛还多着呢，每一场比赛对我们来说
都是硬仗，不是说光是这一场赢了，我后面
的比赛就都能赢，这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我
不赞同这种说法。”

随后，郎平也展望了中美之战，她说：
“对阵美国队的比赛，我们今天回去会研
究，美国队打得非常快，而且攻防全面，我
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困难的比赛。
我们希望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够按照
自己的目的去打，力争能跟上美国队的速
度。”

事实上，在稍晚进行的比赛中，美国队
遭遇了日本队的顽强抵抗，双方打得难分
难解，五局比分为26：24、22：25、25：21、
23：25和15：8。这至少证明美国队并非无
懈可击。当然，中国女排想要完成卫冕，赢
下美国队仍将是球队必须跨过的最重要一
关。

综合新华社等

中国女排以3：2险胜巴西
队，中国队副攻袁心玥独得26
分，与朱婷并列成为本场比赛
的得分王，创造了实行每球得
分制20年以来，中国女排在世
界大赛副攻单场得分的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决胜局独
得4分，是决胜局得分最多的
球员，为中国女排取胜立下了
汗马功劳。

副攻在世界大赛得分超过
20分是非常罕见的，最著名的
是上世纪世界女排最佳运动员、
古巴副攻托雷斯，她在悉尼奥运
会决赛得到24分，中国女排副
攻张萍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
决赛对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得到
25分。这些世界名将书写的辉
煌，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近几年，中国女排的副攻
不是主要进攻点，全队还是以
朱婷为主展开进攻，但袁心玥
的进攻越来越成为全队的重要
的进攻点。在今年世界联赛香
港站对意大利队的比赛中，袁
心玥就曾独得21分，位列朱婷

之后，是全队第二得分最多的
球员。

本场比赛，袁心玥拿到26
分，其中进攻35次得到19分，
进攻成功率高达54.29%，相当
理想。决胜局她独得4分，其
中进攻得到3分，拦网得到1
分，表现很有说服力，称得上是
中国女排在本场比赛的“关键
小姐”。

当然，袁心玥的不足是有
三次发球失误，她自己在赛后
也承认，“还是有发挥不好的地
方吧，今天的发球就是我的一
个败笔。”袁心玥说，“我的进攻
打得比较多，在四号位的主攻
可以帮助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帮助我创造很多机会。”

巴西队的比赛节奏是比较
快的，而袁心玥的拦网经受住
了考验，这也对今天打同样节奏
很快的美国队是一个很好的预
热。对此，袁心玥表示：“巴西是
巴西，美国是美国，明天就是一
个新的开始，今天打完就过了，
打美国是新的开始。” 综合

独得26分！袁心玥大爆发！

9月22日下午两点，由著名川剧表演艺
术家陈巧茹、王超主演的川剧《尘埃落定》在
锦江剧场上演。男女主角娴熟自然的表演，
为观众奉献了一道麻辣鲜香的川剧大餐，现
场观众叫好声不断。成都市川剧研究院院
长雷音表示，此次庆祝展演活动，剧院“将以
全新的剧目，精湛的表演为戏迷朋友奉献一
周饕餮盛宴。”

成都，古蜀文明发祥地，中国十大古都
之一。因地处川西盆地，河网纵横、物产丰
富，自古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川音川调
让这座有数千年城市文明的历史文化名城
充满着生机和智慧。悦来茶园，坐落在蓉城
之中的“百年戏窝子”。一声锣鼓响，几曲川
戏唱，承继着“三庆会”的薪火，演绎着成都
人的精神世界。

今年，是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建院60周
年。60年一甲子，该院自建院以来，创作、
演出了大量有特色有影响的艺术作品，培
养了一大批川剧艺术人才——自成都市
川剧研究院成立以来，共培养了9人次 11
朵梅花，分别为首届梅花奖得主晓艇，“二
度梅”获得者刘芸、陈巧茹，梅花奖得主刘
萍、孙勇波、孙普协、王玉梅、王超、虞佳，
为川剧的继承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

目前，“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成

都市川剧研究院建院60周年优秀剧目展演
活动”已经拉开大幕，成都戏迷不仅可以欣
赏到开幕式川剧名段表演唱，还有《尘埃落
定》《天衣无缝》《黎明十二桥》《落下闳》和
《白蛇传》五大川剧，近距离感受川剧艺术的
魅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22日，在3：2逆转战胜巴
西队后，中国女排队长、世界著
名主攻手朱婷接受采访，她表
示自己的手伤没那么严重，当
天这场球（的考验）来得正是时
候。

在此前的比赛中，中国队
五战全胜一局未失。当天遭遇
老对手巴西队，中国队在第二、
三局连丢两局，被逼到了悬崖
边上。但是，中国队从主教练
郎平到队员都很镇定，调整阵
容之后连胜两局，笑到了最后。

朱婷说：“这场球来得正是
时候。明天对美国是一场硬
仗，今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
够发挥出来，对明天是个更好
的帮助吧。”

在当天的比赛中，朱婷和
袁心玥各得26分。当记者请
她评价两人的表现时，她送给
袁心玥的词是“完美”，而留给
自己的是“中规中矩”。

此前，有不少球迷注意到
朱婷右手的腕部缠上了运动胶
带，很关心她手部旧伤的情
况。对此朱婷回应说：“还可以
吧，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比
赛中一直在进攻，都没问题。”

今天（23日），中国队将遭
遇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新科冠军
美国队，这个强敌也被视为中
国队冲击冠军道路上最大的

“拦路虎”。在谈到这场焦点之
战时，朱婷说“我们会拼尽全
力”。 据新华社

经过四天7轮激战，汇聚
了7名象棋世界冠军、14国32
位棋手的顶级大赛——“一带
一路”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
2019全球象棋双人赛，9月22
日在成都落幕。赵鑫鑫（中
国）/邱亮（柬埔寨）组合在第一
轮意外失利后，五轮连胜，最后
一轮轻松战平对手，积11分夺
得冠军和8万元奖金。

来自成都本土的世界冠军
郑惟桐与马来西亚的安华搭
档，最后一轮在“焦点之战”中
战胜广东明星许银川与马来西
亚豪威的组合，积10分跃居第
二，获得亚军和 6万元奖金。
此外，谢靖（中国）/伊万（印度
尼西亚）组合夺得第三和4万
元现金。

在参赛的16对棋手中，以
中国男子特级大师领军的4对
选手，包揽了前四名，显示出明
星棋手的强大攻击力。32位
棋手中还有5位女棋手，她们
为赛场增添了一道亮丽风景。
她们中排名最高的是张国凤
（中国）/叶景成（澳大利亚）组

合，排在了第八名。
成都棋院院长蒋全胜表

示：“双人赛举办三年，一年比
一年好，今年我感觉最好，更上
了一个档次。我们的海外棋手
们非常喜欢成都，对比赛热情
很高，见到这么多象棋高手更
是非常兴奋，这对他们的水平
提升非常有帮助。而这么多世
界冠军来到成都参赛，这是他
们对象棋的无私付出，我也是
非常感谢他们！”蒋全胜表示，

“三年一小段，明年是第四年，
我希望还能提升，还会有更多
亮眼的地方。在智力运动、中
国传统文化的推广方面，我们
义不容辞。”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成都
创办全球双人赛以及推广象棋
文化的成功经验，世界象棋联
合会在开幕式上授予成都“世
界象棋品牌赛事合作城市”奖
牌，这是世象联在世界范围内
首次向赛事举办城市授予这一
称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甘露

全球象棋双人赛落幕
赵鑫鑫邱亮组合夺冠

成都棋手携手大马棋手获亚军

市川剧院八项活动庆祝建院60年

川剧《尘埃落定》受戏迷追捧

22日，“双核”驱动的中国女排继续着
在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中的连胜势头。朱
婷和袁心玥各取26分，率领中国队在一度
1：2落后的情况下3：2逆转战胜雪藏了法
比亚娜的巴西队，有惊无险地拿下六连胜。

“巧合”的是，对阵东道主日本队的另
一夺冠热门美国女排，遭遇了与中国队类
似的惊险场面，她们也是苦战五局才涉险
过关，这样，美国队仍因局分（多负两局）之
差，积分排名紧随中国队暂列第二。

根据赛程安排，中国队将在今日（23
日）下午与美国队展开本届世界杯最为引
人瞩目的一场强强对话，被外界视为此次
世界杯赛潜在的“冠军争夺战”。比赛将在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2点打响。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担心！朱婷右手腕缠着胶带
她说“手伤没那么严重”

朱婷右手腕缠的胶带很醒目。

主教练郎平（右）在比赛中喊话指挥场上球员。

袁心玥庆祝得分霸气十足。新华社发

川剧《尘埃落定》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