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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德比马竞1：0力克同城死敌

双双马马齐齐奔奔，，皇皇马马摔摔得得不不轻轻
吉隆坡世乒赛

中国队开门红

新华社吉隆坡2月28日体育专
电(记者 刘宁 赵博超) 卫冕冠
军中国男乒28日在2016年世界乒乓
球团体锦标赛小组赛首轮中以3：0

战胜希腊队，赢得开门红。
刘国梁赛后总结说：“三场比赛

打得都不是很流畅，因为这是我们
第一场比赛，同时跟对手也有关系。
我们上来有点紧，整个场上这么多台
子一起打，影响对比赛的专注度，运
动员上来不会达到最佳状态。再加
上球有点飘，这都是正常的。运动员
上来的时候状态太好也不正常，比
赛中比较好的是我们队员在遇到困
难的时候能及时应变，及时扭转。”

中国女队在首轮比赛中同样以
3:0战胜匈牙利队，赢得开门红。中
国女队主教练孔令辉赛后表示，第
一场比赛队员还没有完全放开，“李
晓霞和陈梦打得紧一些。上一届晓
霞也是第一场3：2赢了一名捷克选
手，今天在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
8:4的时候有点走神，下来跟她简单
聊一下，7：4的时候她认为对方是个
擦边球，走了下神。”

切尔西继续

保持不败

新华社伦敦2月27日体育专电
(记者 王子江) 莱斯特27日在英超
第27轮比赛中，凭借替补球员尤洛阿
在第89分钟的进球，以1：0绝杀诺维
奇，继续高居榜首。切尔西则以2：1逆
转南安普敦，连续11场保持不败。

位居倒数第四的诺维奇整场比
赛竭尽全力严防死守，只给了对手
三次射门机会，眼看比赛要以0：0结
束，结果尤洛阿接到队友的传中球
后起脚射入远角。

莱斯特积56分继续领跑，托特
纳姆热刺和阿森纳同积51分，热刺
凭净胜球优势暂居第二。

伊万诺维奇同样在第89分钟时
攻入了制胜一球，帮助切尔西反败
为胜。南安普敦队的希恩·朗在上半
场结束前率先进球。第75分钟，客场
作战的切尔西凭借法布雷加斯的进
球将比分扳平，这也是南安普敦过
去7场比赛中被攻入的首个进球。

在当天其他比赛中，西汉姆联
队以1：0击败桑德兰，跃居第五，西
布罗姆维奇3：2战胜水晶宫，斯托克
城2：1击败垫底的阿斯顿维拉，沃特
福德0：0平伯恩茅斯。

拜仁客场

攻克狼堡

新华社柏林2月27日体育专电
(记者 王东) 德国足球甲级联赛
第23轮27日再战4场，卫冕冠军拜仁
慕尼黑队客场2：0战胜沃尔夫斯堡
队，继续领跑积分榜。已多轮垫底的
汉诺威96队则在客场2：1挫败斯图
加特队。

拜仁和沃尔夫斯堡虽然是上个
赛季德甲联赛的冠亚军，但是本赛
季狼堡的实力明显下滑，目前已经
跌至积分榜第八。两家对抗进球出
现在下半场。第65分钟，拜仁前卫科
曼利用狼堡球员纳尔多的传球失
误，截球进攻首开记录。第73分钟，
莱万多夫斯基接里贝里传球，右脚
外侧一拨，球直接飞入狼堡球门。这
是莱万本赛季第23个联赛进球，目
前排在射手榜首位。

另外两场比赛，两支“升班马”
都在客场拿到1分，英戈尔施塔特队1:
1战平汉堡队，达姆施塔特98队2：2与
不来梅队言和。目前英戈尔施塔特队
积30分，排名第九，保级无虞，达姆施
塔特98队积25分，仅领先第16名不来
梅队4分，仍需为保级拼杀。

新华社华盛顿2月27日
体育专电 不可思议的库
里！奇迹般的超远绝杀！金州
勇士队27日在美职篮常规赛
中，在客场绝大多数时间落
后于“双少”发威的俄克拉荷
马雷霆队的情况下，硬是凭
借库里的12个三分球经过加
时以121:118获胜。

库里在比赛还剩0 . 6
秒时在刚过半场不远处投
中的一记超远三分球，不仅
绝杀了雷霆，还追平了美职
篮历史上个人单场最多的
三分球纪录。

库里在比赛的第三节
一度被韦斯特布鲁克踩伤
脚踝离场6分钟，但回到场
内的他却继续神勇，全场贡
献46分和6次助攻的他单场
创造了5项纪录。除了单场
12个三分追平科比和马绍
尔保持的美职篮纪录外，库
里还以288记三分球刷新了
由自己保持的单赛季纪录
(美职篮历史前三位都是
他)，并成为美职篮所有球员
中第五次单场投中10个以上
三分球的第一人(其他球员
均没超过3次)，还成为连续
两场比赛命中10个以上三
分球的历史第一人，以及连
续三场得分超过40分的个
人最佳成绩。

本场比赛雷霆队在主
场一心想和勇士队掰手腕，
杜兰特和韦斯特布鲁克双
剑合璧，前者拿下37分12个

篮板5次助攻，后者拿下26
分13次助攻7个篮板。两人
携手帮助雷霆队在比赛的
前三节处于领先位置，第四
节以83:78领先的雷霆队打
出7:0的开局。正是在这样
困难的情况下，库里的疯狂
三分球依然将对手拖入加
时赛。

加时赛中库里的三分
球继续成为勇士的胜负手，
他在最后时刻的超远程发
炮令已经尽力的“双少”徒
呼奈何。勇士队的汤普森本
场也发挥出色拿下32分，伊
戈达拉则有12分和6个篮板
进账。

另一场较量，圣安东尼
奥马刺队在客场以104:94
力克休斯敦火箭队。马刺队
的莱昂纳德和阿尔德里奇
分别拿下27分和26分，帕克
贡献了15分。邓肯虽然只获
得6分，但他在首节送给哈
登的一记盖帽，使他成为美
职篮历史上第五个盖帽总
数达到3000个的球员。

全场占优的马刺队在
比赛中一度将优势扩大到
31分，尽管火箭队曾发起反
扑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2分，
仍无力回天。哈登此役贡献
27分，霍华德获得11分，特
里和布鲁尔均有15分进账。
此战过后，火箭队的战绩为
29胜30负，列西部第八，马
刺队以50胜9负排在西部第
二。

1122记记三三分分，，超超远远绝绝杀杀雷雷霆霆““双双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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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有没有见过一
场马拉松比赛参赛者全是女
性，而志愿者全是男性？3月6
日，由山东省妇联、山东省体
育总会、山东省慈善总会联
合主办的2 0 1 6复方阿胶浆

“为她跑”女子迷你马拉松赛
就是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奔
跑。在济南大明湖，在3月6日
的上午，每一双眼睛都能看
到一场不一样的奔跑。

为启动救助农村贫困
“两癌”妇女的“她基金”，山
东省妇联、山东省体育总会、
山东省慈善总会主办，济南
市妇联、济南市园林局、天下
第一泉风景区、齐鲁医院、山
东省妇幼保健院、山东省田
径协会、济南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协办，易动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共同组织了“为
她跑”女子迷你马拉松公益
活动，将运动、健康、公益紧
密联系在一起，让广大市民
一起为她奔跑、为她祈祷、为
她祝福、为她骄傲。

为积极鼓励更多人群参与

此次活动，“为她跑”活动分为
线上和线下两部分。3月6日上
午，“为她跑”迷你女子马拉松
将在济南大明湖开跑，全程8公
里。与此同时，主办方与中国电
信悦健康合作，共同举办为期
一年的2016“为她跑”线上迷你
马拉松，全省所有人群可同时
参与。

作为一项为关注女性健
康而发起的公益活动，本次
迷你马拉松活动线下及线上
活动的报名费将全部作为善
款捐入“她基金”。并借助“为
她跑”女子迷你马拉松这一
平台，唤起人们对“两癌”防
治的关注，倡导健康运动的
生活理念。

目前活动报名平台已经
全部开放，所有愿意为公益
事业奉献爱心的女性均可以
通过微信平台报名参与迷你
马 拉 松 ，关 注 微 信 公 众 号
yusensaishi填写相关报名信
息，报名截止日期为3月2日。
线上跑报名可关注微信公众
号“为她跑”。 (体讯)

全全心心为为““她她””跑跑起起来来
“为她跑”女子迷你马拉松启动报名

新华社马德里2月27日
体育专电 西班牙足球甲级
联赛27日上演一场重头戏，
在这场“马德里德比”中，马
德里竞技队在伯纳乌凭借法
国杀器格里兹曼的进球以1:
0令齐达内尝到上任后的首
场败果，也几乎断送了皇家
马德里队本赛季追求西甲冠
军的希望。

格里兹曼在第53分钟时
与左后卫费利佩打出精彩配
合，他接后者在左路的巧妙
回传低射入网，打入制胜一
球，这也是状态极佳的格里
兹曼本赛季的第20个进球。
这个进球也让马竞成为第一
支连续三个赛季客场击败皇
马的球队。

多赛一场的马竞目前比
领头羊巴塞罗那队少5分，排
在西甲积分榜第二位，而皇
马比巴萨少了9分，一旦巴萨
本轮击败塞维利亚队，那么
皇马基本就没有希望赶上巴
萨了。

比赛结束时分皇马球迷
嘘声一片，并唱歌要求主席
弗洛伦蒂诺下课。而齐达内
赛后只能苦涩地说：“今年的

联赛(我们)已经完了。”
皇马在本场比赛占据场

面上的主动，但习惯于效率
足球的马竞制造的威胁不比
对方小。本泽马、克·罗纳尔
多错过了几次进球良机，而
皇马门将纳瓦斯也数次救出
险球。C罗赛后恨恨地表示，
如果皇马队友们能和他在一
个水平线上，那皇马应该会
排在积分榜首。

“如果每个人都有和我
一样的水平，我们会排在第
一，”C罗说，“每年媒体都把
我说得像个垃圾一样，但我
的个人数据和统计不会说
谎。”

C罗说：“我不是看低了
我的队友，我喜欢和佩佩、贝
尔、马塞洛一起踢球。我不是
说J罗、卢卡斯、科瓦契奇不
是好球员，他们非常好，但要
赢得冠军你需要最好的球
员。”

当日进行的其他几场比
赛中，维戈塞尔塔队1:0击败
赫塔菲队，希洪竞技队2:4负
于西班牙人队，皇家贝蒂斯
队2:2战平巴列卡诺队，皇家
社会队1:1战平马拉加队。

库里庆祝得分。新华社发

联赛冠军无望，C罗很失落。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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