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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杯
亚洲区预选赛
第一轮
抽签结果出炉

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预选
赛亚洲区第一轮 17 日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举行
抽签仪式，12支亚足联下属世
界排名靠后的球队将争夺 6个
进入第二轮比赛的名额。

根据抽签结果，马来西亚
对阵东帝汶、蒙古国对阵文莱、
中国澳门对阵斯里兰卡、老挝
对阵孟加拉国、柬埔寨对阵巴
基斯坦、不丹对阵关岛。

第一阶段比赛将在 6 月 6
日和6月11日分别进行主客场
两回合较量，6 支获胜球队将
与包括中国队在内的 34 支亚
足联下属球队共同参加将于 9
月开始的第二阶段比赛——40
强赛。 新华

蒙特卡洛大师赛
小德首战过关不轻松

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当地时
间 16日在ATP（男子职业网球协
会）蒙特卡洛大师赛第二轮中战
满三盘，以 6:3、4:6、6:4 淘汰德国
选手科赫尔斯奇雷伯，拿到生涯
第850场巡回赛胜利。

35岁的科赫尔斯奇雷伯上个
月曾在巴黎银行公开赛第三轮战
胜过德约科维奇。此番再战，首
轮轮空的现世界第一赢得不轻
松，整场比赛用时 2 小时 36 分
钟。对个人表现有些沮丧的德约
科维奇还将球拍摔在了地上。

比赛中德约科维奇总共出现
八次双误。从第二盘初段开始，
两人连续八局均破掉对手发球
局。决胜盘一上来德约科维奇再
度破发后终于止住这一趋势，局
分 2:0 领先。他的状态也开始有
所提升，成功转化了第五个赛点
后晋级第三轮。接下来德约科维
奇将面对弗里茨与施瓦茨曼之间
的胜者。

“我的表现有些起伏。对手
不到一个月前曾战胜过我，因此
那场比赛还会浮现在我脑海里。”
德约科维奇说，“希望下一轮我能
表现更好点，我想在这项赛事中
走得更远，当然还要提升自己的
状态。”

11号种子切基纳托在首盘0:
6告负、第二盘 4:5落后的不利处
境中实现逆转，以 7:5、6:3赢下后
两盘，终止了 2014 年冠军得主、
瑞士名将瓦林卡的前进脚步。

当日有高排位种子选手出
局，阿根廷人佩拉以 6:3、5:7、6:1
爆冷战胜七号种子西里奇，来自
意大利的资格赛选手索内戈以7:
6（4）、6:4淘汰了八号种子卡恰诺
夫。切基纳托将与佩拉在第三轮
相遇。

力争第 12 次捧起冠军奖杯
的“红土之王”纳达尔将于 17 日
出战第二轮，对手是西班牙同胞
阿古特。

作为红土赛季首站ATP1000
级别赛事，2019年ATP蒙特卡洛
大师赛冠军将于21日产生。

新华

我市短跑健将
童扬创个人200米
最好成绩

京江晚报讯 前天，从湖北
省黄石市奥体中心传来喜讯，镇
江高专童扬同学在全国田径省
区市分区邀请赛（华中赛区）男
子组200米跑项目上，以21.62秒
的成绩荣获第4名，比其在去年5
月份于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
上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又快了
0.41秒，这个成绩也是我省田径
代表队在此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童扬是我市本土培育成长
起来的一名优秀短跑健将，在 3
年学制期间完成了从学生到运
动员、从业余运动员到专业运动
员、从校队到省队的 3次华丽转
身，他也是包揽镇江高专、我市、
江苏省三级运动会男子 100 米、
男子200米跑金牌的大满贯短跑
选手。 （朱春瑜 古瑾）

吴欣洋成镇江
第六位象棋国家大师

欧冠足球联赛
当地时间16日产生
了两支四强球队。

次回合坐镇诺坎普球
场的巴塞罗那队以 3:0 大
胜曼联，总比分4:0淘汰对
手。年轻的阿贾克斯队
客场以 2:1 击败拥有 C
罗的尤文图斯，总比分
3:2 胜出，自 1997 年以
来首次跻身四强。

曼联力拼开局，前
锋拉什福德开场第一分

钟就有一脚射门击中横梁。逐渐找到
节奏的巴萨很快取得优势。第 16 分
钟，梅西前场断球，横向盘带摆脱防守
球员，随后踢出弧线球攻破了曼联球
门。四分钟后，巴萨卷土重来，面对梅
西威胁不大的射门，曼联门将德赫亚
倒地扑救时出现“黄油手”，球从他的
腋下滚入网窝。目前梅西以10粒进球
领跑欧冠射手榜。不过德赫亚上半场
补时阶段还是奉献了一记精彩扑救，
他在门线前用身体挡出罗伯托的射
门。第 61 分钟，库蒂尼奥的远射直挂
球门上角，为巴塞罗那扩大优势。曼

联替补球员桑切斯终场前的头球攻门
被特尔施特根化解。

梅西说：“开局阶段我们有些紧
张，但此后我们掌控了局面，踢出了精
彩的足球。我们朝着目标又迈出一小
步。”

这是巴塞罗那最近四个赛季里首
次闯入欧冠半决赛。接下来他们将面
对利物浦与波尔图之间的胜者。

帮助尤文图斯打破僵局的还是C
罗，第 28 分钟，皮亚尼奇开出角球，C
罗头球攻入欧冠个人第 126 球。阿贾
克斯仅用六分钟就扳平比分，齐耶克
的远射错进错出变为助攻，范德比克
得球后低射建功。年仅19岁的阿贾克
斯队长德里赫特成为关键先生，他在
第67分钟的角球进攻中力压桑德罗与
鲁加尼两名防守球员头球破门。

接连淘汰皇家马德里与尤文图
斯，阿贾克斯在欧冠赛场上刮起“青春
风暴”。赛后德里赫特说：“我们不惧
怕任何人。”

阿贾克斯的半决赛对手将在两支
英超球队曼城和托特纳姆热刺之间产
生。

新华

巴塞罗那完胜曼联
阿贾克斯击败尤文图斯

欧冠联欧冠联赛决出赛决出
两支四强球队两支四强球队

杨紫琼被爆
加盟《阿凡达2》

《阿凡达 2》绝对可以算得
上是粉丝最期待的续集电影
了。其实电影《阿凡达 2》在去
年已经开始了制作，电影也有
了大批明星加入。日前，有外
媒爆料称知名功夫女性杨紫琼
也将加盟《阿凡达》续集电影。

杨紫琼是知名好莱坞华裔
女演员，她曾经出演过《卧虎藏
龙》《星际迷航》等知名作品。
据悉在这次的《阿凡达》续集当
中她将出演一个科学家角色。

《阿凡达 2》是电影《阿凡
达》的续集，电影由卡梅隆执
导，沃辛顿、索尔达娜等主演。
该片讲述了承接自初代的 5年
之后。曾经的地球残疾军人萨
利，如今已经是潘多拉星球纳
美族一方部族的族长，并且与
爱妻娜塔莉共同育有一对可爱
的儿女，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
的故事。 腾娱

梅西在比赛中庆祝进球梅西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京江晚报讯 在 4 月 16
日结束的 2019全国象棋团体
锦标赛上，我市 21 岁小将吴
欣洋与特级大师王天一，大师
赵金成、郭凤达组队，为中国
棋院杭州分院夺得团体亚
军。吴欣洋也凭借此次赛事
的优异表现，获得申报国家级
运动健将、国家象棋大师称号
的资格，成为我市继特级大师
张国凤，大师廖二平、童本平、
李群、吴轩乐后的第六位象棋
大师。

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
全国团体赛，来自全国的 28
支男队、18支女队参赛。经过
七天九轮的激烈角逐，特别是
最后一轮在王天一、赵金成、
郭凤达前三台相继和棋的情
况下，吴欣洋顶住压力成功击
败对手黑龙江袁健翔。中国
棋院杭州分院最终以六胜两
和一负积 14分的成绩获得男
子团体亚军。

吴欣洋 3岁跟父亲学棋，
4岁师从镇江棋院高级教练杨
毅。为了学棋，吴欣洋 5岁时
全家从大港搬迁到市区。6岁
首次参加全市比赛，8岁在全
省象棋公开赛上获儿童组冠

军。2013年 5月，象棋泰斗胡
荣华来镇江下车轮赛，吴欣洋
获胜。2016年，吴欣洋放弃上
大学的机会，去杭州棋院圆象
棋梦。

吴欣洋圆了大师梦，父亲
吴广宏连声说“不容易、不容
易”。吴欣洋对象棋的挚爱，
让指导过他的棋院教练、国家
象棋大师李群印象深刻：“欣
洋非常认真、刻苦。学棋总是
提早到，最后一个走。爱提
问，问题特别多且有自己的想
法。”

吴广宏回忆，吴欣洋 7岁
时车祸骨折住院，仍坚持训
练。教室在六楼，他靠自己单
腿跳、爸爸背，将那段时间

“熬”了过来。吴广宏原是名
医生，在大港开诊所。为了

“让孩子成为一名象棋手”，他
关了诊所，举家从大港搬迁到
市区。十多年来，夫妻俩靠打
工维生，陪伴孩子求学、比赛。

昨天，记者与已回到杭州
棋院的吴欣洋取得了联系。
电话中，他首先感谢陪伴他一
路走来的父母、老师，期望自
己在专业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也希望镇江有更多的孩子加

入到益智的象棋运动中来。
（尹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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