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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时 间 1 月 15 日
17 时，2015 年澳大利亚亚
洲杯小组赛 C 组第 2 轮展
开争夺。在澳大利亚球场，
伊朗迎来卡塔尔的挑战。
上半时双方均无建树，下
半时阿兹蒙复制类似博格
坎普的“华尔兹”扫射建
功。 90 分钟后，伊朗 1 比 0
击败卡塔尔， 两连胜提前
出线。终场前，双方暴发冲
突， 哈吉吉在接球时被对
方球员冲撞。

开场 14 秒取得亚洲杯历史最快进
球，全场比赛控球率在六成以上，占据
这样的优势，阿联酋队 15 日最终凭借
对手巴林队的乌龙球 2 比 1 幸运获
胜， 在本届亚洲杯 C 组中取得两连
胜。

比赛开始后， 由 “海湾梅西” 奥马
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坐镇的阿联酋在实
力上优势明显， 但开场就取得闪电进球
仍多少有些意外。 开场第 14 秒，90 后前
锋阿里·马布库特接长传晃过门将推射

得手，送出助攻的正是奥马尔，这位留着
“蓬蓬头”发型的未来之星，在三名球员
的包夹下送出长传， 帮助球队创造亚洲
杯最快进球的纪录。 之前的纪录由中国
球员谢育新在 1992 年亚洲杯上创造，为
开场 32 秒。

取胜后的阿联酋取得两连胜，下
一场将与小组实力最强的伊朗队一决
高下。巴林则吞下两连败的苦果，下轮
对阵卡塔尔的比赛， 很可能只能为荣
誉而战。

早在 1976 年的欧洲， 修伯特·纳诺伯爵
就发现植物具有广泛的研究价值，并将植物
精萃和植物精油运用于美容产品，大胆创立
了超越当世的“植物美容学”，成立了希思黎
品牌。

由数十种高纯度植物精萃凝就的全能乳

液，充分考虑肌肤的日常所需，润、修、活、护
一瓶多效，堪称周全护理的必备臻品，适合 1
岁以上所有人群。细腻柔润的乳液触肤延展，
即刻渗透吸收，多效修护，重新激活肌肤生命
能量，满足肌肤每日所需的养分。 清晨涂抹，
悉心呵护娇嫩肌肤一整日；夜间使用，加速肌
肤自我更新修复；日复一日，肌肤愈显强韧、
明亮、细滑。

如今，传承法国贵
族血统的植物美容学
品牌已悄然来到您身
边，莅临希思黎西宁王
府井专柜或致电专柜
电 话 ：0971 -8209073，
共同探寻至臻植物美
颜奥秘！

法国希思黎全能乳液
赋予肌肤无上的尊宠与舒享

北京时间 1 月 15 日消息，据《湖人
秀》报道，洛杉矶湖人本赛季战绩不佳，
科比·布莱恩特的效率也比较低。《湖人
秀》专家帕特森认为，湖人唯一的选择
是让科比休战本赛季剩余所有比赛。

科比和湖人都停在十字路口。 现在
有两个选择， 一是让老将科比继续出
战， 这可能会影响他的健康， 也可能对
未来造成伤害； 二是让科比休战， 这样
明年湖人可以得到高顺位选秀权。

判断一个赛季是否成功有三个标
准：1.赢得总冠军；2.在冲击总冠军的路
上取得进步；3.获得前十顺位的选秀权。
如果不能达到这三个目标， 那么球队在
未来赛季就难有优秀的发挥。

目前湖人的排名是西区倒数第二，
全联盟倒数第四， 但他们如果再赢下二

场比赛就会成为全联盟倒数第八。 虽然
依然是倒数球队， 对本赛季影响不大，
但对选秀的影响很大———湖人在交易纳
什时， 送给太阳一个带有前五顺位保护
的选秀权。 如果湖人还想留住这个选秀
权，就必须维持联盟倒数前五的排名。

对于湖人来说， 科比已经为他们夺
取了 5 个总冠军， 湖人没有必要为一个
季后赛而让科比去拼。 如果今年选秀湖
人能拿到一个高顺位新秀， 明年兰德尔
又能恢复健康， 加上膝盖得到休息的科
比，湖人的机会会比今年大得多。

如果湖人不让科比休战，他们很可能
会把第六或者第七顺位的选秀权交给太
阳，而湖人也没有年轻的血液了，在未来几
年，自由球员也会觉得这里吸引力小，那样
的话，湖人的振兴之路就要等很久了。

专家给落魄湖人支招：

科比应该放弃本赛季

1月 18 日 17 时 CCTV5 直播

亚洲杯第三轮国足战朝鲜

谁打谁的脸
面对最近 1 年来国际排名下滑到

150 位的朝鲜， 国足在实力上稍微占
优。 这场在堪培拉进行的比赛，我们可
以了解中国队， 但对朝鲜队知之甚少，
甚至在来澳大利亚前不透露自己的训
练基地在哪儿。 朝鲜是神秘之师，中国
队或许都不会了解。

谁打谁的脸？
本届比赛开始之前， 中国媒体

普遍预测朝鲜队将是本组中最弱的
对手， 而朝鲜足协方面在接受采访
时也表示 ， 要全力打好小组赛的每
场比赛，特别是不能输给中国队。 赛
前言论各有不同 ， 等到比赛开始之

后，谁会打谁的脸？
佩兰会带来哪些惊喜？
小组赛最后一战，佩兰到底会如何

布阵？他的球队在坚定边路突击战术的
同时，在人员上会有何变化？ 国足是不
是能继续不错的表现？

？？？？？？？？？？？？？？？？？？？？？？？？？？？？？？？？？
中国台球“一哥”丁俊晖 14 日在伦敦举

行的斯诺克大师赛中， 以 3 比 6 不敌英格兰
选手乔·佩里，连续第四年首轮败北。

丁俊晖曾在 2011 年赢得过大师赛冠军，
但之后这项比赛从温布利体育馆搬迁到伦敦
更北部的亚历山德拉宫， 他就再也没有赢得
过一场比赛。

第 11 次参加大师赛的丁俊晖赛后非常伤
心， 他以一句苦涩的玩笑解释失败的原因：
“也许亚历山德拉宫不喜欢我，它更希望让一
位英格兰选手赢球。 ”

他还说：“本赛季的失望太多了， 只不过
又输了一场，不要紧，我期待下一场比赛。 ”

本赛季一度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丁俊晖
说， 自己状态暂时不好并不是训练的问题，
“我每天都训练很长时间， 训练时也很有信
心，但一到比赛就不能集中注意力”。

佩里是四年来大师赛中丁俊晖遇到的世
界排名最低的选手。 过去三年，丁俊晖先后在
大师赛首轮输给了名将奥沙利文、 罗伯逊和
墨菲。

北京时间 15 日凌晨， 中国球员张稀哲在
沃尔夫斯堡队的热身赛中迎来了首秀， 他在
下半时替补登场，为队友送出助攻，帮助球队
4 比 1 大胜开普敦阿贾克斯人队。

这段时间，张稀哲一直跟随沃尔夫斯堡队
在南非开普敦进行冬训，积极与队友磨合。 今
天， 沃尔夫斯堡队与开普敦阿贾克斯人队进
行了一场热身赛。 上半时，沃尔夫斯堡派出了
几乎全主力阵容，佩里西奇、卡利久里、奥利
奇等球员悉数登场。

下半时， 主教练黑金作出大规模人员调
整，张稀哲替补登场，出现在他熟悉的左前卫
的位置。 第 70 分钟，张稀哲在中场送出直塞
球，队友多斯特单刀破门。 最终，沃尔夫斯堡
队 4 比 1 大胜开普敦阿贾克斯人队。

聚焦亚亚亚洲洲洲杯杯杯

“乌龙”助阿联酋险胜巴林
“闪电进球”创亚洲杯纪录

1比 0 胜卡塔尔
伊朗小组出线

大师赛
丁俊晖又“一轮游”

热身赛首秀
张稀哲送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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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足在亚洲杯的赛场给国
人带来惊喜 ，他们两战两胜，已经
提前确保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
了。 而在看台上，中国龙之队的球
迷每场比赛结束之后都没有立刻
离开，而是留下来打扫完卫生才离
开球场，这样的行为也博得媒体和
球迷的一致好评。

首场对阵沙特的比赛， 许多中
国队的球迷就在赛后留下来将垃
圾用塑料袋运走；而第二场对阵乌
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之后，球迷们又
自发地将空旷球场上的垃圾带走，
直到将全部的垃圾带走才离开球
场，这样的行为引得网友们的一片
点赞。

中国球迷
赛后打扫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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