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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2月9日电 欧冠联赛小组
赛 9 日结束了最后一轮的争夺，8 个小组最后
的名次终于确定，每个小组前两名出线，将
参加淘汰阶段的比赛。

本赛季几支夺冠大热门的小组赛征程
较为顺利，皇马、巴萨、拜仁均提前获得了小
组出线权，在 8 个获得小组第一的球队中，最
大的惊喜莫过于曼城队，“蓝月亮”一改过去
在欧冠中的疲软表现，不仅提前两轮出线，
而且在最后一轮反超尤文图斯，获得头名。

在所有晋级的豪门中，阿森纳的出线
过程最为惊险，由于在前几轮小组赛中给
自己“挖坑”过大，最后一场客战奥林匹亚
科斯队，“枪手”不得不面临着需净胜对手
2 球或者以 3∶2 以上的比分战胜对手方能
出 线 的 窘 境 。 考 虑 到 此 前 双 方 的 交 手 战
绩，阿森纳在赛前并不被人们看好。但在
岌岌可危的出线形势下，法国人吉鲁挺身
而出，完成“帽子戏法”，帮助球队续写连续
了 16 个赛季进军欧冠淘汰赛的纪录。执
教 30 年、带领枪手在 19 个赛季赢得无数荣
誉却唯独没捧过大耳朵杯的教授温格，也

可以继续自己的追梦之旅了。
A 组到 H 组的小组第一名分别是：皇马、

沃尔夫斯堡、马德里竞技、曼城、巴塞罗那、
拜仁慕尼黑、切尔西、圣彼得堡泽尼特。获
得小组第二名的依次是：巴黎圣日耳曼、埃
因霍温、本菲卡、尤文图斯、罗马、阿森纳、基
辅迪纳摩、根特。

十六强中，英格兰和西班牙各有三支
球队，德国和意大利各有两队，法国、比利
时、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葡萄牙各有一
支球队。

淘汰赛阶段的抽签仪式将于 12 月 14 日
在位于瑞士尼翁的欧足联总部举行。按照
抽签原则，8 个小组第一不可能碰面，小组赛
中分在同一小组的两支球队也不可能再次
交锋，来自同一国家和地区的球队也将被分
开。④11

▶吉鲁（左）的三粒进球，让执教 30 年、
带领枪手在 19 年里赢得诸多荣誉却唯独没
捧过大耳朵杯的教授温格，得以继续自己的
追梦之旅。

枪手死里逃生 教授继续追梦
欧冠十六强全部产生

本报讯 （记者王丹丹）12 月 10 日晚，
2015—2016 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
BA）展开了第二阶段分段赛第八轮的争
夺，坐镇主场洛阳体育中心体育馆的河
南伊川农商银行女篮，经过激战，最终以
75∶69 拿下山东队。

比赛一开场，河南女篮气势如虹多点
开花，再加上严密的防守，首节结束就取得
了 17∶10 的领先优势。第二节比赛，山东队
似乎找到了突破点，将比分一路追上，半场
结束反以 33∶32 一分的优势领先。

下半场，河南女篮调整打法，顶住对手
的疯狂反攻，并借助主场之势，狠狠咬住比
分。关键的最后一节，河南女篮越战越勇不
断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 75∶69战胜对手。

是役河南女篮四人得分上双，而山东女
篮只有两人达到了两位数。河南女篮外援帕
克贡献全场最高的25分外加22个篮板，黄品
蓁也砍下了 21分。这场比赛结束，河南女篮
以3胜5负的成绩排名B组的第四名。④11

本报讯 （记者刘 洋）自 2013 年豫剧
《程婴救孤》首次登上美国百老汇舞台以
来，百老汇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一直忘不掉
河南豫剧的风采。12 月 10 日，受河南豫剧
院的邀请，美国百老汇著名制作人、编导
关鸿钧来到郑州，与 200 余名省会戏剧院
团的演员和管理者进行了一次交流。

关鸿钧是美国纽约龙王制作公司总裁，
他编导的作品《蝴蝶君》、《国王与我》等获得
美国托尼大奖。他早年毕业于北京戏剧专
科学校，演过不少京剧剧目。20 世纪 80 年
代后登上美国百老汇舞台，从事演员和编
导，开展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并邀请很多国
内著名院团到美国演出。《程婴救孤》能够登
上百老汇的舞台，与他的努力分不开。

当天的讲座上，关鸿钧介绍了百老汇的
历史以及剧目创作、市场运作等方面的要求
和经验，讲述了传统戏曲进入西方世界所需

要做的修改和努力。他认为，中国传统戏曲
登上西方舞台，要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的基础上，在结构编排和制作上要适应西方
观众群的需求，比如他就将京剧、武术、舞蹈
等元素都融合在作品中。“豫剧在百老汇亮
相就是巨大的成功，无论评价如何，首先要
让世界观众知道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存
在。未来希望河南豫剧界能听过与美国主
流媒体的互动，让主流观众群能接触到河南
戏曲文化，扩大影响。无论是艺术还是经营
模式，河南戏曲界都要与世界顶尖剧院舞台
深度合作，取得更大突破。”他说。

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表示，近年来，
河南豫剧院二团去过很多国家和地区演
出，在国外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争取
2016 年 11 月份能够再去美国百老汇以及
好莱坞演出，让河南戏曲在世界舞台上绽
放更大的光芒。④4

WCBA河南
女篮主场胜山东

为河南戏曲人传道解惑，百老汇制作人关鸿钧：

世界舞台想看到中国文化的精髓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12 月 10 日，本
赛季中国男排联赛展开第八轮争夺，河南
天冠男排做客抚顺挑战辽宁男排。此前两
连胜的河南男排士气高涨，3∶0 完胜对手，
赢得小组赛三连胜。

本赛季河南男排由于主力球员孙凯受
伤停赛，核心球员崔建军旧伤复发等因素，
整体实力受到影响，与北京、八一等强队过
招，连遭败绩。最近两轮比赛，河南男排面
对实力并不算太强的广东男排，通过全队
稳定的发挥，主客场“双杀”对手，为跻身八
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球队也通过最近的
两连胜重拾信心。目前，处于新老交替的
辽宁男排实力欠佳，开赛至今惨遭七连败，
排名Ⅱ组最后一位。河南男排主场就曾直
落三局零封对手，取得赛季首胜。本场比
赛河南男排气势如虹，25∶22、25∶17、25∶18
连下三城，轻松取胜。

河南男排主帅梁杰赛后说：“最近两轮
比赛我们打得还算不错，两连胜给我们增
添了不少信心，特别是为打进八强奠定了
基础。此战队员们发挥正常，赢得了比
赛。接下来我们会好好总结，积极准备下
一场比赛。”12 月 13 日，河南男排将主场迎
战山东男排。④11

本报讯 （记者王 映 通讯员韩振峰
魏文忠）记者 12 月 10 日获悉，中国乒乓球
协会近日公布了全国乒乓球训练基地名
单，濮阳训练基地与汕头训练基地、黄石训
练基地一起，成为目前全国仅有的 3个国家
级乒乓球训练基地。

濮阳市乒乓球基础厚重，培养出了以
七获世界冠军的刘伟为代表的大批优秀乒
乓球人才，周雨、金正都是中国乒协濮阳乒
乓球实验学校培养出的世界冠军，范蕾、吕
晓磊曾获残奥会冠军，濮阳先后走出了 13
名国家乒乓球队队员。2014 年 7 月，濮阳
市乒乓球学校被中国乒协命名为“国家乒
乓球后备人才基地”。④11

全国男排联赛

河南男排
零封辽宁三连胜

濮阳入选乒乓球
国家训练基地

12月 10日晚，屠呦呦在瑞典
参加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颁奖典礼。经屠呦呦授权，
人民出版社与中国中医科学院
共同组织编写的《屠呦呦传》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新华书店正式发行。该书日
文、阿文版出版签约仪式于 10日
在京举行，并同时启动了该书维
文、藏文版出版工作。

《屠呦呦传》是第一部全面完
整记录屠呦呦女士人生经历的传
记，分“呦呦初鸣”“向医而行”“矢

志寻蒿”等6个部分。全书通过对
她本人和家人、同事、同窗、学生
等的探访，以及 130 余幅她本人
珍藏的照片，为读者展现了一位
杰出女科学家成长、学习和工作
的独特经历。书中大部分内容为
首次披露，包括许多关于她生活、
成长、爱情的故事细节，通过描述
她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全面展现这
位“中国居里夫人”的风采。

屠呦呦1930年生于宁波，《屠
呦呦传》全国首发式 12月 11日在
宁波举行。④4 (据新华社电）

本报讯 通过法律途径获
得名誉案胜诉的甄子丹日前正
在筹备“甄爱名誉基金”，专门用
于帮助明星艺人名誉维权。“为
了让更多艺人能够拿起法律武
器维护自己的权利，我愿意扛起
这杆大旗。”甄子丹说。

今年 11 月 18 日，经过 3 年
的调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认定内地导演耿卫国（艺名檀
冰）针对甄子丹所发布的言论侵
犯了甄子丹的名誉权，判决赔偿
甄子丹 5 万元，并公开道歉。甄
子丹在微博上称，“3 年时间，讨
回一个公道。相信法律，也谢谢
相信我的朋友”。

在甄子丹与檀冰案件调查的
3年内，明星被侵犯名誉权的事例
比比皆是，这些都令甄子丹不愿

看着身边的朋友再陷入被污蔑、
被诽谤的泥淖，“推己及人，我自
己赢得了法律的尊重，那我希望
能帮到更多朋友维护自己的名
誉。痛定思痛，我决心迈出这一
步。”甄子丹说。

据了解，“甄爱名誉基金”将
为名誉受到侵害的艺人明星提供
调查举证、媒体监督、法律援助等
帮助，致力于改变明星艺人名誉
受到侵害后所处的被动局面，避
免被过度炒作或曲解。

作为该基金的运营者，甄子
丹团队表示，这是一项长期工程，
之前甄子丹状告檀冰名誉侵权的
获赔款项将作为第一笔资金注入
基金。“钱不在多，关键是从无到
有，这个意义很大。”该团队负责
人表示。④4 （文 娱）

本报讯 （记者李 悦）经过
一个多月的休整后，12 月 10 日
晚，建业全体将士再次集合于
中牟训练基地，未来的几个月
里，他们将为备战新赛季，进行
艰苦的训练。

相 比 去 年 的 那 场“ 大 换
血”，今年建业的球队框架无疑
会稳定许多，而且经过一个半
赛季的磨合，建业的技战术风
格 已 经 深 深 烙 下 了“ 贾 氏 ”印
记 。 按 照 主 教 练 贾 秀 全 的 想
法，今年内援的引进将首先考
虑优秀的边路球员，至于引援
的准则就是物美价廉。毕竟，

虽然中超已经全面进入了“金
元”时代，但小本经营的建业还
是没有多少挥霍的资本。

外援方面，去年表现出色
的几大外援已基本确定不变，
唯一的变数就是波兰“小鲜肉”
萨哈拉，很可能会被一个“黑又
硬”取代，对于急需提高阵地战
攻坚能力的建业来说，这次换
将是在所难免。

根据以往的惯例，球队在重
新集中后，将先在中牟基地进行
一周多的适应性训练，接下来，球
队将在20日前后赴昆明开始第二
阶段的高原集训。④11

12月 2日，今年的河南省校园足球大
篷车公益巡展收官之展走进荥阳。河南
省校园足球大篷车公益巡展活动是河南
省校足办组织实施，于今年 9 月起在全省
各地陆续开展。活动主题是“传播校园快
乐足球文化，展现校园足球魅力”。目的是
通过传播足球文化、普及足球知识、培养足
球兴趣，促使广大学生掌握基本的足球知
识和足球技能，通过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
达到强身健体、掌握技能、塑造品格三位一
体的育人目标。④11 校足办 摄

大乐透头奖爆发了，12 月 9 日，超级大乐透第 15144 期开奖，
全国共送出一等奖 6 注，单注基本奖金 722 万元。大奖分落吉林、
浙江 (2 注)、云南、新疆 (2 注)四地，其中 2 注采用了追加投注，单注
奖金升至 1156 万元。当期开奖过后，大乐透奖池依然屹立在 20
亿元之上，为 20.31 亿元。

大乐透第 15144期开奖号码前区为“01、09、24、26、29”，后区为
“06、11”。前区大号继续热出，大小比 3:2，其中“2”字头号码一连开
出三个，而“3”字头和“1”字头奖号集体失约。“09”为上期(第 15143
期)重复号码，“26”为隔期开出号码。前区最冷号码“24”终于露头，
此前已遗漏 23期。目前最冷号码为

“13”，成为前区唯一一个超过 20 期
还未现身的号码 (已有 22 期未开
出)。后区开出“06、11”一偶一奇组
合，均为近期热码。“11”重复上期，

“06”是隔期开出。
尽管开出 6 注头奖，但大乐透

奖池依然停留在 20 亿元之上，达到
20.31 亿元。爆发的头奖和充满希
望的奖池，等待着有意投注一试运
气的你。④11 (陈 星）

《屠呦呦传》全国首发

甄子丹成立“甄爱名誉基金”

老贾中牟聚将 建业再启征程

校园足球大篷车巡展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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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爆6注头奖
奖池仍在20亿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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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鸿钧来到郑州与河南戏曲人交流。
吴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