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冠16强对阵形势：
曼城 VS 摩纳哥
皇马 VS 那不勒斯
本菲卡 VS 多特蒙德
拜仁 VS 阿森纳
波尔图 VS 尤文图斯
勒沃库森 VS 马竞
巴黎圣日耳曼 VS 巴萨
塞维利亚 VS 莱斯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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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340 6 4 8
排列 5 16340 6 4 8 2 0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146 22 25 29 34 21 01+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4

1
下期奖池：3915756735.85（元）

9377831 37511324

56266985626698

� � �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王亮）为
了在全球吸引更多观众，欧足联近期宣布，
从2018至2019赛季开始，欧冠开球时间将
改为晚上6时和8时。 可惜这个时间并没有
照顾到大洋彼岸的中国球迷， 中国球迷仍
然不得不在凌晨2时到4时爬起来看球。

目前，欧冠的开球时间为晚上7时45
分，调整后，每天的8场比赛将先后在晚
上6时进行两场，晚上8时进行6场。欧足
联称，如此调整能让“球迷们有机会看更
多的比赛，也会让欧冠联赛在全球范围内
的收视率上升”。据了解，这个开球时间将
施行至2020至2021赛季结束， 然后欧足
联会评估实施效果。

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今年10月曾表
示，“为方便中国球迷观看，欧冠半决赛可
能放到周六进行。” 但就这次欧足联改变
开球时间而言， 并没有方便到中国球迷，
即便是晚上6时开球的比赛，中国球迷也
要在凌晨2时爬起来观战。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欧冠16强上周决出，其中西甲4
队入围， 德甲和英超均抢得3席，意
甲、法甲、葡超各有2席。获得各小组
第一的8支球队分别是巴塞罗那、马
竞、阿森纳、莱斯特、尤文图斯、那不
勒斯、多特蒙德以及摩纳哥。

作为当今最知名的两支球队，
巴萨和皇马的签位备受关注。

就在12月3日，巴萨和皇马进行
了一次国家德比， 巴萨在最后时刻
被破门，主场以1比1憾平。目前西甲
联赛进行了15轮，巴萨落后皇马6分

之多。
来到欧冠赛场， 巴萨的运气没

有改善，16强赛不小心碰上了巴黎
圣日耳曼。“大巴黎” 巴黎圣日耳曼
近几个赛季疯狂引援， 在法甲独孤
求败，欧冠中表现也越来越好。巴萨
在16强赛就遭遇“大巴黎”，实在有
些凶险。

巴萨形势危急， 卫冕冠军皇马
则偷着乐， 因为他们的对手是那不
勒斯。意甲联赛的竞争力持续疲软，
皇马的实力优势相当明显。

其他对阵， 最引人瞩目的是拜
仁和“枪手”阿森纳的碰面。其他球
队，平民球队、英超上赛季冠军莱斯
特城队避开了豪门球队， 将对阵西
甲的塞维利亚队，算是一个好签，有
望再进一步。

本次16强对决首回合比赛将在
2017年2月14日、15日以及2月21
日、22日进行。次回合比赛日是3月7
日、8日以及3月14日、15日。 八强战
抽签将在3月17日进行，半决赛抽签
安排在4月21日。最终的欧冠决赛在
威尔士卡迪夫千年球场进行， 比赛
时间是6月4日。

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

“老司机”马龙
给樊振东“上了一课”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 （记者 王亮） 今天， 总奖金额
高达50万美元的2016年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在卡塔尔多
哈进行最后的争夺， 男单决赛中马龙以4比2轻松击败小将
樊振东， 第5次夺得此项冠军。

马龙目前正值28岁的黄金年龄， 也是目前国际乒坛当
之无愧的一哥。 今年的里约奥运会上， 成功夺冠的他实现
个人男单大满贯。 他的对手樊振东则是中国男乒的未来之
星， 今年只有19岁。

乒坛“老司机” 遇上“小鲜肉”， 笑到最后的仍然是
“老司机”。 比赛前三局， 马龙兵不血刃全部取胜。 此后樊
振东全力反扑， 连扳两局。 无奈马龙实在强大， 樊振东最
终还是以2比4落败。 去年此项比赛的男单决赛也在马龙和
樊振东之间进行， 取胜的也是马龙。

作为今年参加的最后一个国际比赛， 马龙用冠军为
2016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赛后他表示， 2016年是他
最幸运的一年。

女单决赛中， 21岁的中国队主力朱雨玲4比0战胜德国
球员韩莹， 获得冠军。

� � � � 12月3日， 在
西甲联赛第14轮
比赛中， 皇马客
场以1比1战平巴
萨。 新华社发

� � � �北京时间12月12日，2016至2017赛季欧冠联赛16强抽签结果揭晓， 刚进行了
国家德比的西甲双雄遭遇不同境况，巴萨碰上风头日盛的巴黎圣日耳曼，皇马则迎战
“疲软”的那不勒斯———

巴萨犯难，皇马偷乐

� � �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中甲北京人和
俱乐部11日的一纸通告，宣告征战足坛20余载的
孙继海正式退役。 孙继海1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退役的原因99%是为了创业，今后希望可以拿到
欧洲职业教练员证书，为可能的回归做准备。

孙继海说， 虽然足球给我带来很多快乐，但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所以越来越难继续了，最主
要的是考虑到公司2017年的计划和布局，只能忍
痛割爱。“退役99%是为了创业， 我会全力以赴，
没办法来平衡的时候，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

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 孙继海说：“我很幸
运能够代表国家队踢世界杯， 中国队员能踢的
比赛我都踢了，比赛带给我的快乐非常多，尤其
是到职业生涯后期，我踢得非常高兴。”

这或许是孙继海的暂时告别，因为他说，如
果不是为了创业， 他个人经历和性格更适合做
教练，“希望拿到欧洲职业教练员证书， 为以后
可能的回归做准备”。

谈到创业，孙继海颇为感慨，“30岁以后一
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能做什么？记者、教练员、
经纪人、俱乐部管理者，都是我曾经考虑过的。
现在‘嗨球’是我专注做的事，有其他时间的话，
我会尝试做解说。”

对于球员留洋有什么建议？ 孙继海认为，
“想要成功留洋， 首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实力。
这骗不了人，其他因素包括要很快融入球队，要
有一颗强大的内心，很好的性格。”

孙继海：

退役为创业
可能当教练

� � � � 12月11日，NBA常规赛中，雷霆队主场以99比96战胜凯
尔特人。图为雷霆队球员萨博尼（右）与凯尔特人队球员罗齐
埃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欧冠开球时间将调整

中国球迷
还得熬夜

里约之后话女排

袁伟民郎平
《巅峰对话》

湖南日报12月12日讯（记者 苏原平） 由长
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发行的《巅峰对话———袁伟民郎平里约之
后话女排》一书，近日与广大读者见面。

该书由资深体育记者、 中国体育报业总社
原社长何慧娴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李仁臣
合著， 真实记录了中国女排新老教练郎平与袁
伟民在里约奥运会后回味里约奥运、 追忆中国
女排发展的内容，反思、探寻中国女排未来持续
健康发展之路。

从1981年首次夺冠算起，中国女排35年间9
次夺得世界冠军， 女排精神一次次振奋国人之
心，鼓舞了一代代中国人。书中全面介绍了女排
精神和训练指挥理念的渊源，全景展现女排一次
次登上巅峰、奏响时代强音的过程，深入探讨中
国女排未来发展之路，为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走
进女排精神世界的大门，从中汲取不竭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