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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2012/13赛季特
步中国大学生足球联赛（简称CUFL）超级组全
国总决赛24日在北京理工大学落幕，东道主北
理工队在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中以2比1小胜
卫冕冠军河海大学队，在夺冠的同时也获得了
代表中国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资格。

本场比赛是一场“龙虎斗”， 尽管北理工
很久以来独步大学生足球联赛， 可谓一支
“无敌舰队”， 但卫冕冠军河海大学的实力也
同样很强， 开赛后两队基本可以均势相抗。

北理工在主场观众的助威声中率先打开
局面， 第10分钟时胡明接韩光徽前场左肋分
球突入禁区左脚射入球门上角， 而韩光徽又
在20分钟后接胡明投桃报李的助攻形成单刀
球破门为北理工扩大领先优势。 河海大学则
由杨啸在上半场结束前接低平传中倒地抢点
扳回一球， 但下半场客队的努力未能带来进
球， 最终败北。

北理工夺大足赛总冠军
将出征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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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和红钻15分钟进3球
势不可挡的恒大队在亚冠小组赛前

四轮取得3胜1平积10分暂时排名小组第
一。本场比赛只要能完成对浦和红钻队的
双杀，就可锁定小组头名。实际上，恒大教
练组已经开始为淘汰赛做准备，助教佩佐
蒂并未随队出征，而是前往韩国观看水原
蓝翼队和中央海岸水手队的比赛，考察可
能的16强对手。

本场比赛， 浦和队在第22分钟获得1
个点球机会，但主罚球员阿部勇树将球打
在立柱上弹出。躲过一劫的恒大队在13分
钟后建立了1球的领先优势。第35分钟，穆
里奇中场断球随即送出巧妙直塞，巴里奥
斯插上形成单刀， 过掉出击的门将后，巴
拉圭人稍作调整冷静推射空门得手。

易边再战，恒大队在上半场好不容易
确立的领先优势在对手的猛攻之下遭遇

崩盘，浦和队在15分钟连续打进3球。第51
分钟，无人盯防的兴梠慎三门前推射追平。
扳平比分后浦和队士气大振， 继续向恒大
球门施压。第63分钟，阿部勇树铲射破门
将功赎罪为浦和队反超比分。 仅仅1分钟
后，浦和队发起快速反击，兴梠慎三带球突
入禁区时接触到防守球员郑智随即倒地，
裁判再次给了浦和队点球， 理查德斯主罚
大力推射破门，场上比分改写为1比3。

第85分钟，恒大队穆里奇帮助球队打
入1球。 但助理裁判第一时间判罚进球越
位。恒大并没有抗议，但没想到主裁判、助
理裁判和第四官员通过耳麦进行协商后，
改判为进球有效。

里皮发泄不满怒踢水瓶
带着10分积分和小组第1的排名来到

日本埼玉世界杯球场，恒大队显然要比不
赢就出局的浦和队从容得多。不过按照恒
大主帅里皮的性格，他不会希望有任何差
池出现，“就在明晚，我希望球队能够把积

分优势化为出线的基石。”银狐在赛前信心
十足。

当1比0的领先，被对方在15分钟内改
写为1比3的被动局面时，一向注意形象的
里皮也“不淡定”了。比赛第72分钟，里皮在
场边发泄不满踢飞了水瓶， 第四官员通过
耳麦联系到了主裁判， 主裁判终止比赛后
跑到场边，直接将银狐罚上了看台。

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来
自伊朗， 该裁判就是执法此前水原队和柏
太阳神队比赛的裁判，那场比赛中，该裁判
单场判给水原队4个点球。

此役， 恒大队虽然最终以2比3失利，
但由于首回合以3比0大胜对手，所以仍然
成为首支挺进亚冠16强的中超球队。据
悉， 恒大队也因此获得了600万元的晋级
奖金，亚冠五轮过后，他们获得的总奖金已
达到4700万人民币。只要最后一场不输给
全北现代队， 那么恒大队小组赛的总奖金
就会达到5000万元，这也几乎相当于国内
联赛中小俱乐部的全年投入。

本报4月24日讯（记者 蔡矜宜）4比0，通常
是“宇宙队”巴塞罗那队痛击对手的比分。但在
24日凌晨进行的欧冠半决赛中， 巴萨队竟出人
意料地在客场以0比4完败于近来状态大热的拜
仁慕尼黑队，本赛季几乎宣告“终结”。

巴萨球员承认， 要在下周第二回合实现大
逆转几乎不可能。 “拜仁球员身体更强壮、 速
度更快、 冲击力更强， 比赛比我们踢得更好，
我们晋级决赛的希望几乎不存在。” 巴萨后卫
皮克赛后说。

本场比赛， 拜仁队在第25分钟吹响进球号
角，后卫丹特头球传递给穆勒，后者一个狮子甩
头，旗开得胜。上半场，拜仁队以1比0领先。下半
场开始后，拜仁队继续发动进攻，戈麦斯、罗本
各下一城，最后穆勒梅开二度，最终主场以4比0
拔得头筹，为晋级决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巴萨的“当家球星” 梅西最近因大腿肌肉
拉伤， 刚刚伤愈复出， 在今晨的比赛中毫无作
为。 西班牙媒体质疑巴萨队让梅西打首发的战
术安排， 认为梅西打替补更合适。 而拜仁队主
帅海因克斯也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战术， 从一开
始就限制住了梅西， 让他武功尽失。

据新华社英国谢菲尔德4月24日电 中国
选手丁俊晖24日在这里举行的斯诺克世界锦标
赛首轮比赛中， 以10比5击败苏格兰老将麦克
马努斯，晋级16强。

丁俊晖在前一天的上半场比赛中以7比2领
先对手。在这场19局10胜的较量中，他只要今天
再下三局，就可以获胜；但43岁的麦克马努斯利
用丁俊晖的失误，连追三局，将比分变成5比7。

接下来，丁俊晖以75比0拿下第13局，比分
变成8比5。第十四局，他在比分落后时做出一计
绝妙的斯诺克，让对手连解七杆都没有成功，最
终凭此再下一局，拿到赛点。

第十五局，双方依旧打得胶着，丁俊晖关键
时刻抓住机会，以67比31赢得了比赛。

丁俊晖将在27日迎战世界排名第30位的
马克·金，去年的上海公开赛首轮，他就输在了
39岁的金手下。

在24日晚进行的2012-2013赛季亚冠联赛的小组赛中，中超冠军广州恒大队客场以2比3负
于日本传统豪门浦和红钻队。虽未提前锁定小组第一，但战绩占优的恒大队已顺利挺进16强———

恒大输球仍出线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欧冠半决赛0比4完败于拜仁

“宇宙队”跌落凡尘

图为巴塞罗那队球员梅西 （左） 在比赛中与拜仁慕尼黑队球员罗本拼抢。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3日电 创造高尔夫球
大满贯历史最年轻晋级纪录的14岁中国业余高
尔夫球员关天朗，接受赞助商外卡邀请，将出战
25日开杆的新奥尔良苏黎世精英赛。

关天朗23日下午出席了苏黎世精英赛记者
会， 表示对本周的比赛充满期待：“我很喜欢这
个球场，并对自己目前的备战感到满意，我很期
待周四开始的比赛，希望能够有好的表现，晋级
第二阶段赛事，甚至获得更好的名次。”

对于在美国大师赛成功晋级并获得最佳业
余球员奖的表现， 关天朗说：“大师赛的经历令
我更添自信。但每一场比赛都不一样，苏黎世精
英赛有150多名优秀的职业球员参赛，要成功晋
级不是容易的事情。 我会首先享受这一周的比
赛，专注自己的表现，尽最大的努力打好球。”

在赛事前两轮， 关天朗将与美国球员贾斯
汀·博利和瑞典球员诺兰德同组。

新奥尔良苏黎世精英赛将于4月25日至28
日进行。对于新奥尔良与本次赛事举办地TPC球
场关天朗并不陌生，他曾于去年在这里进行约一
个月的高尔夫球训练，也曾在TPC下场练球。

苏黎世新奥尔良精英赛为美巡赛中的一站
赛事，总奖金为660万美元，冠军将分得118.8万
美元。

丁俊晖
晋级世锦赛16强

击败麦克马努斯 大师赛后再度征战
关天朗
将亮相苏黎世精英赛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3日电 尽管奋力挣扎
了三节比赛， 密尔沃基雄鹿队23日还是没能逃
离迈阿密热火队的“准心”，被卫冕冠军队在主
场以98比86轻松擒获。

热火本场“猎鹿”的高潮只有第四节初段的
2分22秒，巴蒂尔、安德森等一干替补在这段时
间引领了一波攻击浪潮；加上詹姆斯从旁助兴，
热火凭借这记12比0的重拳击溃了对手的信心，
轻松地拿下季后赛首轮2比0的领先优势。

詹姆斯当晚虽拿下了19分、8个篮板和6次
助攻， 但却丢掉了一项纪录———连续22场在季
后赛比赛中至少得到20分。“闪电侠” 韦德此役
收获全场最高的21分。

金州勇士队和丹佛掘金队虽是季后赛中的
“小鱼”，但两队打出了当天最好看的一场比赛。
最终勇士凭借恐怖的投篮命中率以131比117客
场凯旋，将总比分扳为1比1平。

内线核心大卫·李因臀部受伤赛季报销，这
个噩耗非但没有让勇士队丧失斗志， 反倒给全
队打了一针“强心剂”；勇士在当天的比赛中轰
出了队史季后赛上最佳命中率64.6％（79投51
中），一举攻克了掘金的“魔鬼主场”。

热火“猎鹿”无悬念
勇士“乱枪”平丹佛

图为丁俊晖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