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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

京时间11月25日， 欧冠小组赛B组

第5轮，马德里竞技主场0:1不敌AC

米兰。 后者取得本赛季欧冠首胜，

并报了主场不敌马竞之仇。

前4轮小组赛未尝胜绩的AC

米兰背水一战，此役吉鲁前场独木

难支， 始终无法有效威胁马竞球

门，不过床单军团的临门一脚也缺

乏准头。 下半场米兰调整阵容加强

进攻，梅西亚斯得到欧冠首秀的机

会。 第87分钟，他打进个人欧冠处

子球，帮助球队1:0击败马竞，为红

黑军团带回阔别2922天的欧冠胜

利。 AC米兰上回欧冠赢球， 还是

2013年11月26日对阵凯尔特人，当

时球队取得3:0的完胜， 距今刚好8

年整。 这场胜利让米兰保留争夺出

线资格的希望。

另一片场地上，已经提前锁定

小组第一的利物浦迎战波尔图。 凭

借蒂亚戈和萨拉赫的进球，利物浦

2:0击败对手，继续保持小组赛全胜

战绩。 波尔图无缘提前一轮挺进淘

汰赛。

本轮过后， 波尔图暂积5分排

在小组第二，米兰与马竞同积4分，

分列第三、四位。 最后一个出线名

额，三队都有希望争取。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时间11月

25日，2021国际乒联代表大会在美国休斯敦

举行，作为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理事

会主席、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成功当选国

际乒乓球联合会执行副主席。 他表示，希望

未来践行“中国乒乓、世界共享”的理念，期

待国乒在世乒赛中有所收获。

大会上，刘国梁通过演讲传达了“中国乒

乓、世界共享”的理念。 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表示， 自己在2013年曾公开发表这一主题相

关的演讲。 在他看来，乒乓球不只属于中国，

更属于世界，只有这项运动在全世界发展好，

中国乒乓球发展也才会更好，“随着这几年自

己身份的不断转变， 跟世界乒乓球沟通和接

轨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我最初的想法也正在

一点点地变为现实。 但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国

际乒联还是WTT，大家共同的目标和愿景都

是希望把乒乓球在全世界能够很好地推广和

普及，这就一定需要和中国进行合作。 ”

目前世乒赛正在休斯敦激战正酣，谈及

此次中国队的目标，刘国梁表示，什么样的

结果都可以接受，“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我

们的目标马上锁定为巴黎奥运会。 世乒赛是

要拿成绩， 但锻炼队伍和拿成绩并不矛盾，

希望他们在锻炼中赢球。 不管输输赢赢，收

获还是最重要的。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在 11 月 25 日举行的 NBA 常规

赛上，湖人队客场通过加时赛以

124:116 击败步行者队，并以 2 胜

3 负的战绩结束了本次东部客场

之旅。 湖人队球星詹姆斯禁赛后

复出， 在加时赛连中关键三分

球，全场比赛贡献最高的 39 分。

此役， 湖人队球星安东尼-

戴维斯因病缺席，威斯布鲁克也

只是中规中矩得到 20 分。 湖人

队比赛中曾最多落后 12 分，最

终在加时赛完成逆转。 比赛第四

节和加时赛，在湖人队被动的情

况下，詹姆斯挺身而出，他在第

四节拿到 9 分， 加时赛又独得 8

分，接管了比赛并帮助湖人队笑

到了最后。

詹姆斯赛后解释了自己爆

发的原因， 被禁赛一场就是关

键。 他表示，被禁赛后的“沮丧”

和回到球场上的“渴望”，有助于

激励他的表现。“我在比赛中充

满了喜悦和激情，这里有很多湖

人球迷，我只想为他们赢球。 ”詹

姆斯说。

值得一提的是，对手也被詹

姆斯打服了。 步行者主帅卡莱尔

赛后说，“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在

攻防两端做好每一个细节才能

击败这样一个家伙

（勒布朗

-

詹

姆斯）

，但我们这次没有做到。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11 月 25 日举行的 NBA 常规赛

中， 太阳队客场 120:115 力克骑

士队后取得 14 连胜， 骑士队则

遭遇 5 连败。 据统计，这次的 14

连胜是太阳队史第三长的连胜

场次纪录。 目前，太阳队以 15 胜

3 负暂居西部第二， 与第一的勇

士队仅差 0.5 个胜场。

上半场大部分时间，太阳队

都占据领先，半场结束前卢比奥

和马尔卡宁连中三分球帮助骑

士反超比分。 但第三节保罗和布

克带队打出 11:0 的高潮，重新取

得领先，末节最后时刻保罗连得

4 分为太阳队锁定胜局。 布克也

是球队赢球的功臣， 他在首节6

投6中独取15分， 前三节就拿到

了30分。 尤其是在第三节中，布

克连续得分帮助球队反超，最终

带领太阳队继续连胜步伐。 接下

来， 太阳队将要面对尼克斯队、

篮网队和勇士队，三支球队的实

力都很出色。 如果太阳队能够战

胜他们， 将收获联盟第一战绩，

同时也将追平队史连胜纪录。

这场胜利，AC米兰等了8年

欧冠小组赛力克马竞迎来首胜，红黑军团仍保留晋级希望

最后一轮米兰晋级不易

现年30岁的梅西亚斯，4年前还在

意丁联赛踢球，这场比赛的上阵和进球

是他的欧冠首秀和处子球，也让他成为

AC米兰8年来欧冠首胜的英雄。 梅西亚

斯在下半场最后阶段的破门，保留了米

兰晋级的希望。

最后一轮小组赛，米兰主场迎战利

物浦，马竞客场挑战波尔图。 如果波尔

图能够顺利击败马竞，将携手利物浦晋

级16强；如果与马竞战平，波尔图则需

要期待利物浦战平或者击败米兰。 马竞

想要出线，就必须击败波尔图，但他们

无须关心米兰的情况，因为即便最后与

米兰同分，也有相互交战时客场进球更

多的优势。 而米兰如果想要挺进16强，

必须主场战胜利物浦，同时要寄希望于

马竞不胜。

届时，不知道在萨拉赫等锋线悍将

面前，梅西亚斯能拿出怎么样的表现。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詹姆斯解禁复出 湖人队加时取胜

客场力克骑士队 太阳队获14连胜

当选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刘国梁：乒乓球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时间

11 月 25 日，世乒赛第二个比赛日中，男单

世界第一的樊振东迎来首战， 最终 4:0 横

扫伊朗选手霍达伊，轻松晋级。首次出战世

乒赛的周启豪不敌老将波尔，无缘第三轮。

面对伊朗选手霍达伊的比赛中， 樊振

东前三局以 3:0 领先，仅让对手拿到 5 分，

尤其是前两局均打出 11:1 的战绩。 第四局

霍达伊放下包袱，顽强抵抗，但樊振东仍以

12:10 取得胜利。 第三轮，樊振东将对决法

国选手莱贝松。

世界第 16 位的王楚钦迎战匈牙利选

手苏迪，双方实力差距较大，王楚钦轻松地

以 4:0 完胜对手。 相比之下，赛会 5 号种子

林高远在与世界第 44 名的瑞典选手卡拉

博格的较量中，赢得并不轻松，双方苦战 7

局后，林高远以 4:3 险胜对手晋级。

作为国乒在男单下半区的“独苗”，周

启豪第二轮迎战年过 40 岁的德国老将波

尔，后者经验老到，成功限制住周启豪的发

挥，最终以 4:1 赢得胜利。

女单方面，陈梦、孙颖莎和陈幸同分别

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出

战世乒赛的陈幸同本轮面对中国香港选手

朱成竹，不仅在首局以 11:0 取胜，创造本

届赛事首个单局零封对手的战绩， 还在前

两局以连得 17 分创下本届世乒赛连续得

分纪录。

世乒赛战报

樊振东首战过关 周启豪不敌波尔

梅西亚斯打进

绝杀球后 ，

AC

米兰

球员激动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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