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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北京迎来了!超级星期五"#

当晚#%&'总决赛北京队握有冠军点#

中超京津德比也激情上演$结果金隅队
险胜夺冠#国安队也以#()力克泰达队#

北京的两支队伍在京城西边的五棵松
和东边的工人体育场上演了 !东成西
就"的好戏$

在另一场中超强强对话中#两位中
场最贵外援狭路相逢#最终孔卡领衔的
广州恒大在客场以*(+小胜拥有阿内尔
卡的上海申花$

前三轮一胜两负的国安队终于在
第四轮有所反弹#而赛前喊出!要终结
客场六年不胜国安"口号的泰达队则继
续着尴尬纪录$

在上海#阿内尔卡与孔卡的!卡卡"

对决备受关注# 两人最终没能在比赛中
进球#但孔卡还是送出助攻$上半场第,-

分钟#孔卡罚出任意球后#冯俊彦突然窜
出把球反向一垫# 正好骗过了申花门将
王大雷#皮球应声入网$恒大队依靠这次
不是机会的机会攻入了制胜一球$

在齐鲁德比中# 山东鲁能队凭借开
场,分钟蒿俊闵的进球#在客场以!($战胜
青岛中能队#迎来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

积分榜上# 恒大队以.分暂时升至
积分榜头名# 国安队也以/分升至第三
位$打完本轮中超#亚冠三强恒大%国安
和泰达队将在下周中迎来亚冠 !生死
战"#想要亚冠小组出线#三队须全力争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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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日凌晨#-+**0-$*-赛
季欧洲联赛*01决赛首回合展开争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场比赛产生了*"

个进球$

荷兰球队阿尔克马尔主场-&*力克
西甲瓦伦西亚队$瓦伦西亚队在整场比
赛中都打得积极主动#只可惜前锋的状
态欠佳$ 上半场补时阶段#主队利用一
次反击由霍尔姆破门$瓦伦西亚队在第
"*分钟由托帕尔头球扳平比分#但主队
的马腾斯在第2+分钟绝杀了!蝙蝠军"$

虽然首回合告负# 但获得*个客场进球
的瓦伦西亚回到主场后晋级的希望依
然不小$

德甲沙尔克+1队主场-&1负于西甲
毕尔巴鄂竞技队$ 虽然劳尔发挥出色#

在对手的洛伦特先进一球的情况下#

!老金童"连进两球将比分反超#但沙尔
克+1在最后半小时崩盘#被对手的洛伦
特%德马科斯和伊幕亚因各入一球$

另外一场!西德大战"也以西甲球
队获胜告终$ 马德里竞技主场-&*力克
汉诺威$

#&'($

一向特立独行的!火箭"奥沙利
文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上再度成为
焦点人物$ 在#+日进行的四分之一
决赛输球后# 奥沙利文叼着香烟走
进新闻发布厅# 面对镜头毫不避讳
大吐烟圈# 导致媒体哗然并迅速引
来网上球迷的批评$

这一不合时宜的举止引起现场记
者的不满# 有记者问&!你在英国比赛
也会叼着烟参加新闻发布会吗' "奥沙
利文笑着回答说&!在英国# 室内是严

格禁烟的#但在中国#你可以随心所欲
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喜欢这种风格$ "

但是# 新闻发布厅里红底白字
!请勿吸烟"的提示非常醒目#且用
中英文显示$ 世界斯诺克协会新闻
官马特专门向记者解释说# 奥沙利
文抽烟不是存心冒犯记者# 而是因
为感到很放松$ 他说&!出现了这样
的事情责任完全在我#当时罗尼!!

"#$"点着烟就往新闻中心走#我
应该阻止他的( 但我觉得如果我阻

止他可能会不高兴# 在新闻发布会
上可能就不太愿意开口$ "马特还表
示# 奥沙利文这几天也在场馆走廊
里吸烟#但没有人阻止#所以就以为
能在这里吸烟$

新闻发布会上!火箭"吐烟圈的
照片迅速在网上流传# 引起网民关
注$ 网上调查显示#大部分网友对此
表示愤怒# 认为这是对中国球迷的
不尊重(也有人认为正常#因为!火
箭"就是特立独行$

#!"#$%$

-.日晚被艾伯顿逆转的!巫师"希金斯#一夜喝酒
至#+日中午#才打车回来#至酒店时#整个人已无知觉$

#+日下午# 微博上传出一条消息#!中国公开赛-.日
晚#希金斯1&"负于艾伯顿#可能是太过郁闷#喝酒到#+日
中午才回到酒店#喝得烂醉如泥$ "而微博配图中#希金斯
整个人歪倒在出租车上#面色绯红#一幅呆滞的模样$

本次中国公开赛# 希金斯首轮面对外卡赛图为的
黑人球手迈克劳德#最终他"&*轻松晋级$ 不过第二轮
遇上了有着!磨王"之称的老将艾伯顿#希金斯在半场
#&*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艾伯顿扳平#并拖入决胜局#

最终1&"遗憾告负#无缘中国赛2强$

比赛结束后#新闻发布会计划是希金斯先过来#不
过等待的记者最后得到的消息却是希金斯直接从赛场
出来坐车离开了#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以上微博所述$

!希金斯是自己上楼的#不过他下车之后并没有给
打车费#还是酒店的服务人员先替他垫付的$ "酒店志
愿者说$

早些年#希金斯一直有酗酒的坏毛病#一度在媒体
上负面消息连天$甚至在-++/年的马耳他杯期间#他就
因为醉酒被机长赶下了航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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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北京金隅队*-1&*-*战胜!七
冠王"广东东莞银行队#以总比分1&*击败
后者#历史上第一次赢得%&'的总冠军$

%&'历史上八一2次夺冠(广东3次#

上海*次(北京是%&'历史上第四支总冠
军球队$

这是北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时隔近三十年后#再次夺得的全国冠军$

马布里带领下的北京队# 成为本赛
季最黑的黑马$ 这支团队的崛起绝非偶
然#4&'巨星融入#小将的成长#团队的
精神#球迷的支持#使北京队终结了广东
队连续夺冠的奇迹# 成为%&'改朝换代
的标志$ 本场比赛# 马布里提前进入状
态$虽然最后时刻六犯离场#但全场他共
拿到1*分的高分和3次助攻$

!我守住了我的承诺#我来中国时就
承诺自己会带领球队得到总冠军# 我做
到了#"马布里动情地说$

无论是在佛山队还是在山西队#马
布里虽然保持着高效可靠% 踏实勤勉的
作风#但由于球队实力不济#始终与季后
赛无缘$本赛季他加盟北京队#在一班得
力队友的支持下完成了球队和个人历史
上的双突破$ 在北京#!老马"梦想成真$

中国是马布里的福地# 在来到中国
之前的今年# 在4&'混得并不如意的马
布里辗转了多支球队# 但均未能给予所
在球队实质性的帮助# 甚至被称为球队
的!毒瘤"$ 来到中国之后#马布里一改
!坏小子"的形象#在另一块大陆上#马布
里重新活了一次$

马布里的未来依然在中国# 他还要
在篮球场上继续拼杀# 还要在中国再续
自己的冠军梦$ !我会在中国退役#我还
要继续打球#"马布里这样说$

唯一遗憾的是由于篮协规定567只
能给本土球员#马布里无缘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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