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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联赛 29 日进行了 8 场
小组赛第五轮的比赛，身处悬
崖边的巴黎圣日耳曼 2 比 1 险
胜利物浦，重新掌握 C 组出线
主动权。 B 组的热刺以 1 比 0
小胜国际米兰，赢得出线生
机。马德里竞技和多特蒙德等
豪强纷纷锁定 16 强席位。

本轮前巴黎圣日耳曼位列
小组第三，落后那不勒斯与利
物浦 1 分，一场败仗意味着
“大巴黎”可能提前告别本赛
季欧冠联赛。巴黎圣日耳曼在
这场生死战前迎来利好消息，
此前国际比赛日里受伤的内马
尔与姆巴佩回归进入首发，这
极大增强了球队攻击力以及对
抗“红军”的底气。

本场 3 个进球全部出现在
上半场。第 13 分钟，姆巴佩的
传球被防守球员挡出，贝尔纳
特得球横向盘带，随后低射首
开记录。第 37 分钟，姆巴佩送
出传中球，卡瓦尼的抢点射门
被门将阿利松扑出，内马尔跟
进补射得手。补时阶段，迪马
利亚禁区内放倒马内，米尔纳
命中点球，为利物浦扳回一
城。

同组另一场比赛，凭借默
滕斯的两度建功以及哈姆西克
的进球，那不勒斯主场以 3 比 1
击败贝尔格莱德红星。那不勒
斯、巴黎圣日耳曼与利物浦三

支球队均有晋级希望。 12 月 11
日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巴黎
圣日耳曼客场挑战出线无望的
贝尔格莱德红星，利物浦主场
迎战那不勒斯。

A 组的马德里竞技以 2 比
0 战胜摩纳哥，比赛开始仅两
分钟科克便取得进球，格列兹
曼在第 24 分钟锦上添花。同组
的多特蒙德与比利时布鲁日以
0 比 0 握手言和。马竞和多特
蒙德锁定小组前两名携手出
线。

B 组比赛中，最早出线的
巴塞罗那客场对阵埃因霍温，
下半时梅西和皮克先后进球，
埃因霍温第 82 分钟扳回一球，
比分定格在 2 比 1 。同组的热
刺和国际米兰为本组的第二个
出线名额展开对决。最终热刺 1
比 0 小胜国米，保留了晋级悬
念。国际米兰最后一轮将在主
场迎战埃因霍温，热刺则在诺
坎普挑战已经锁定小组第一的
巴萨。

D 组的出线形势一片明
朗，波尔图 3 比 1 击败沙尔克
04 ，提前锁定小组第一，沙尔
克 04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
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已经出局
的俄罗斯火车头队 2 比 0 战胜
了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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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球员陈飞龙 28 日在英
国斯诺克锦标赛首轮比赛中爆
出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他以 6
比 3 淘汰了英格兰名将肖恩·墨
菲，取得了职业生涯中最重要
的一场胜利。

陈飞龙与墨菲都是 36 岁，
但两人的战绩相差甚远，陈飞
龙本赛季刚刚转入职业圈，只
赢得过一场胜利，但墨菲早在
2005 年就取得了世界锦标赛冠
军， 2008 年赢得英锦赛冠军，
在 2012 年又获得亚军，一直是
斯诺克界最知名的选手之一。
两人现在的世界排名也没有可
比性，陈飞龙排在第 124 位，
墨菲第九。

当天比赛一开始，墨菲一
度以 3 比 1 领先，但陈飞龙连
下四局，以 5 比 3 反超。第九
局比赛，两人打得非常胶着，
陈飞龙最后时刻命中蓝球和粉
球才锁定胜局。

墨菲赛后失望地说：“我
根本没想到会失败，但他打得
太好了，理应获得胜利。他打

出了很多精彩的球，我实在无
能为力。中场休息后，他像是
换了一个人，简直就像是冠军
在打球。”

另外一名中国选手李行以 6
比 3 击败了威尔士的沃克尔，
也顺利晋级 64 强，中国香港名
将傅家俊以 6 比 0 轻取英格兰
的米亚，同样进入第二轮，他
下一轮将与罗弘昊交锋。

傅家俊几个月前眼睛做了
手术，错过了不少比赛，现在
世界排名已降至第 17 位，他必
须在本次比赛中进入 16 强，才
有可能将排名上升一位，从而
获得大师赛的资格。

他赛后说：“我的眼睛还
没有完全康复，看东西仍然会
有黑点，因此无法花太多时间
在训练上。”

前世界冠军宾汉姆结束了
三连败的惨淡战绩，以 6 比 0
淘汰了泰国的瓦塔纳。曾三次
赢得英锦赛冠军的希金斯也击
败对手顺利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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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协“约见”赛事主办方

进一步强调马拉松竞赛组织规范
中国田径协会 29 日召开“奔跑中国”马拉

松系列赛组委会工作汇报会，听取相关组委会
关于赛事组织等方面工作的汇报，并要求高度
重视竞赛组织工作、严肃赛风赛纪。

本年度“奔跑中国”马拉松系列赛 12 月还
将举行 5 场比赛。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
中心社会活动部主任水涛在会上向上述赛事组
委会代表传达了中国田协近日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规范、加强全国马拉松赛事竞赛组织管理
的通知》，要求各赛事组委会高度重视竞赛组
织工作，严肃赛风赛纪，严格执行马拉松比赛
的规则和竞赛规程，强调任何仪式和活动不得
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不得影响选手公平竞

争。
田管中心党委书记、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

王楠表示，近阶段个别赛事出现竞赛组织及违
反赛风赛纪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此次会议旨在及时发现、解决比赛中出现的问
题，更好地推动马拉松运动健康有序开展。虽
然这次会议只是召集了“奔跑中国”马拉松系
列赛的相关组委会，但对于今年余下的所有马
拉松赛事的组委会都是一次重要的提醒。时值
各赛事年底收官之际，赛事组委会及竞赛组织
部门应切实担负起各自的职责和责任，确保比
赛规则至上及赛事的安全、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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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职篮（ NBA ） 28 日共进行了 10 场
比赛。拉塞尔·威斯布鲁克在帮助雷霆 100
比 83 击败骑士的同时，还以 107 次“三
双”与贾森·基德并列 NBA “三双”榜第
三位。尽管哈登同样收获“三双”，但火箭
队仍以 108 比 128 不敌独行侠，遭遇四连
败，继续在西部排名倒数第二。

此役，威斯布鲁克砍下 23 分、 19 个
篮板和 15 次助攻，这也是其职业生涯的第
107 次“三双”。于 2012-13 赛季宣布退
役的基德在 1247 场比赛中收获了 107 次
“三双”，而威少达到这一数据仅用了 760
场比赛。在这一榜单上排在他俩前面的还有
奥斯卡·罗伯特森的 181 次和魔术师约翰逊
的 138 次。

雷霆在最近的 16 场比赛中收获了 13 场
胜利，目前排在西部第四位，已彻底扫清赛
季初的四连败阴霾。

火箭与独行侠的比赛中，火箭当家球星
哈登也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的首个“三双”，
拿下 25 分、 17 次助攻和 11 个篮板，这也
是其生涯的第 36 个“三双”。但与威斯布
鲁克用“三双”助球队获胜不同，火箭以
108 比 128 大比分输给独行侠，遭遇四连
败。

尽管独行侠收获了三连胜，但这场胜利
仅仅是他们本赛季的第二次客场取胜。在过
去 8 场与火箭队的常规赛对决中，独行侠无

一胜绩，因此这场比赛无疑值得庆祝。
为球队砍下 20 分的德文·哈里斯认为

独行侠正在慢慢走上正轨。“我觉得，在防
守方面，我们做得更好；进攻方面则仍有进
步的空间。尽管本赛季我们刚开始表现得有
些慢热，但我们正在迎头赶上。”哈里斯
说。

火箭队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追赶状态，上
半场比赛结束时，独行侠领先 18 分。火箭
下半场一开始表现出十足的反弹气势，以一
波 13 比 5 将双方分差追至仅剩 10 分，并
以个位数的分差进入最后一节。但独行侠第
四节开局就以一波 10 比 2 的攻击波将主动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最终取胜。

火箭本赛季前 20 场比赛 9 胜 11 负，
相较上赛季前 20 场比赛 16 胜 4 负、西部
第一的表现，可谓天壤之别。

在马刺与森林狼的比赛中，马刺在第二
节突然哑火，全队仅有 9 分进账。森林狼在
主场以 128 比 89 大胜马刺，收获四连胜。

开拓者的达米安·利拉德砍下 41 分，并
命中创球队纪录的 10 记三分球，帮助开拓
者以 115 比 112 险胜魔术。

在其他比赛中，老鹰 94 比 108 不敌黄
蜂，尼克斯 91 比 117 输给 76 人，爵士 101
比 91 击败篮网，公牛 113 比 116 惜败于雄
鹿，奇才 104 比 125 不敌鹈鹕，太阳 99 比
115 负于快船。 据新华社

28 日，雷霆队球员威斯布鲁克（前右）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