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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金斯8年後再轟147
生涯第10次歷史第三

網易體育8月6日報道：2020年斯諾

克世錦賽第二輪，希金斯對陣挪威球手

馬福林。第12局，希金斯打出一桿147

分，這也是其職業生涯第10桿147分，也

是世錦賽歷史上時隔八年後再次出現滿

分桿。如果後面沒有其他球手打出147

分，希金斯將拿到5.5萬英鎊獎金(4萬英

鎊147獎金+1.5萬英鎊的單桿最高分獎

金)。

這場比賽希金斯打的並不順利，前

11局戰罷以4-7落後于馬福林。進行到

第12局，希金斯上手後圍繞黑球連續進

攻，將15顆紅球全部打完，最終清彩打

光綵球，完成個人在世錦賽上的首桿147

分。

在世錦賽的歷史上，總共只打出過

10桿147分，而上一桿還要追溯到2012年

的亨德利。而希金斯的這桿147分，就成

為世錦賽八年來的第一桿147分，也是希

金斯個人繼2018年的蘇格蘭公開賽後，

時隔兩年再次打出147分。

整個職業生涯，希金斯的147桿數

也隨著這一桿而突破10桿大關，加入奧

沙利文和亨德利的行列。在147分桿數

的總排名榜上，奧沙利文以15桿獨佔鰲

頭，檯球皇帝亨德利以11桿位居第二，

希金斯目前以10桿排名第三。丁俊暉與

賓漢姆，同以6桿並列排在第四。

本屆世錦賽如果一位球手在正賽

中打出一桿147分，將得到4萬英鎊的獎

金，再加上單桿最高分1.5萬英鎊，最多

可獲得5.5萬英鎊。如果後面沒有其他球

手再打出147分，希金斯就將獨享這5.5

萬英鎊的獎金。

穆雷克里斯特爾斯
昔日明星獲美網外卡

新華社華盛頓8月6日電：美國網球

公開賽組委會6日宣佈，兩位前世界第

一、昔日網球明星穆雷和克裡斯特爾斯

獲得外卡，將出戰本月底揭幕的2020年

美網賽事。

37歲的比利時名將克裡斯特爾斯是

四個大滿貫冠軍得主，其中有三個在美

網獲得，目前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媽。

去年下半年克裡斯特爾斯開始醞釀復

出，本賽季她正式「復工」，已經距離

她上次退役過去了八年的時間。

克裡斯特爾斯職業生涯退役過兩

次。為了組建家庭，她在2007年曾選擇

退役。在生下第一個孩子之後，克裡斯

特爾斯2009年重出江湖，依然多次獲得

大滿貫冠軍。2012年克裡斯特爾斯再次

退役，直到本賽季再次復出。

33歲的英國選手穆雷是昔日男單世

界第一，也曾獲得過美網冠軍。因為傷

病的困擾，穆雷的狀態早已不復當年之

勇。

本年度美網將在8月31日至9月13日

進行。

斯諾克世錦賽：
希金斯不敵「黑馬」 
顏丙濤領先特魯姆普

新華社倫敦8月6日電：四屆世錦賽

冠軍希金斯儘管6日曾以147分單桿滿分

驚艷賽場，但最終11:13不敵資格賽選手

馬福林，止步斯諾克世錦賽16強。中國

小將顏丙濤在與世界第一特魯姆普的首

節對話中5:3佔優。

世界排名第43的馬福林在5日的首

節較量中5:3領先。6日的兩節比拚中，

兩人打得難分難解，希金斯雖曾打出147

分的單桿滿分，但他賽後直言更希望用

147分去換八強席位。

今年是挪威人馬福林的第二次世錦

賽正賽之旅。2015年世錦賽首輪中，他

9:10不敵塞爾比。這一次，他連勝兩名

種子球員第一個挺進八強，其中希金斯

是之前連續3年打進決賽的強手。

同日，20歲的顏丙濤挑戰衛冕冠軍

特魯姆普，以5:3領先首節。中國小將本

賽季在裡加大師賽上首奪排名賽冠軍，

之後還闖進了英錦賽四強、威爾士公開

賽決賽。

本次賽事他憑借世界第16的排名直

接入圍正賽，首輪10:7擊退斯萊塞後第

一次打進16強。

晉江世界中學生夏季運動會
第18屆延期至明年10月舉行

新華社福州8月6日電：國際中學生

體育聯合會官方網站6日宣佈，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原定于2020年10月17日

至24日在福建晉江舉辦的第18屆世界中

學生夏季運動會延期至2021年10月16日

至23日舉行。

國際中學生體育聯合會、中國中

學生體育協會、第18屆世界中學生運動

會執行委員會在聯合聲明中表示，各賽

事組織方都把運動員和所有參與者的安

全擺在首位，將及時更新最新情況，並

與有關各方密切關注衛生安全形勢的發

展。

中巡賽八強戰冷門迭爆 
男女種子紛紛慘遭淘汰
新華社昆明8月6日電：中國網球巡迴賽

安寧站6日冷門迭爆。男單一號種子張之臻、

三號種子孫發京、四號種子張擇，女單二號

種子韓馨蘊、三號種子孫子玥都遭淘汰，無

緣四強。

男單頭號種子張之臻與小將莫業聰打

滿三盤。首盤雙方即戰到「搶七」，莫業聰

憑借更穩定的發揮，7：5拿下。第二盤，張

之臻調整狀態，6：3扳回一盤。決勝盤「搶

十」，莫業聰一路高歌猛進，以一記發球直

接得分10：7鎖定勝局，拿到了四強門票。

張擇與王楚涵的比賽同樣打到決勝盤。

首盤，王楚涵6：4獲勝，盤中，張擇因傷申

請了醫療暫停。

第二盤，張擇開始反擊，6：1輕鬆拿

下。「搶十」大戰，雙方打成3：3，之後王

楚涵連得3分拉開差距，並將優勢保持到最

後，以10：4獲勝，挺進四強。

華潤豪在先失一盤的情況下連扳兩盤，

逆轉戰勝三號種子孫發京，拿到四強入場

券。男單四強最後一席被王瑞璇獲得。

女單方面，韓馨蘊開場就與曹思齊陷入

膠著，雙方互相破發，戰成4：4，之後，曹

思齊依靠大力的底線球連勝兩局，6：4拿下

首盤。第二盤，韓馨蘊失誤明顯增多，曹思

齊抓住機會6：3再下一盤，2：0淘汰了二號

種子，拿到準決賽門票。

三號種子孫子玥在對陣盧佳茜的比賽中

連丟兩盤，將對手送進四強。

之前，爆冷淘汰頭號種子王薔的小將楊

梓頤延續良好勢頭，直落兩盤，6：2、6：3

戰勝袁程依依，挺進準決賽，四強戰她將對

陣王美玲。

聚焦奧運網絡安全 

北京網絡安全大會
舉辦「冬奧主題活動日」

新華社北京8月7日電：2020年北京網絡

安全大會（簡稱BCS2020）7日在奇安信安全

中心舉辦「冬奧主題活動日」，圍繞奧運網

絡安全議題，探討冬奧將面臨的全新安全挑

戰和解決方案。

北京冬奧組委專職副主席兼秘書長韓子

榮在BCS冬奧主題活動日啟動儀式上表示，

冬奧網絡安全是籌辦工作的重要內容，也是

成功辦奧的重要支撐。籌辦以來，北京冬

奧組委高度重視網絡安全，不斷優化系統設

備，完善防護措施，夯實網絡安全基礎。

在主題活動日上，參會各方圍繞冬奧

網絡安全這一主題，積極為防禦冬奧會網絡

威脅、構建安全穩定的網絡空間建言獻策。

2010溫哥華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主席兼首席執

行官約翰·弗朗在演講中分享了他所遇到的電

子郵件攻擊、假售票網站等奧運網絡安全事

件；國際奧委會首席信息技術總監、2012倫

敦奧運會和殘奧會倫敦組委會CIO格裡·彭內

爾也在演講中分享了保障奧運安全的關鍵所

在，即「基礎網絡」「安全架構」「縱深防

禦」「信息共享」「協同共治」。

北京冬奧會網絡信息系統規模大、結構

複雜、風險點多，安全防護任務十分艱巨，

因此對網絡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19年12月26日，奇安信正式成為北京

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官方網絡安全服務

和殺毒軟件贊助商，為賽會定制專屬網絡安

全服務，確保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

網絡運行「零事故」。

韓子榮在活動中肯定了奇安信集團為守

護冬奧安全所作的前期籌備工作，「半年多

來，積極發揮專業優勢，主動對接冬奧會網

絡安全需求，提供了精準可靠的網絡安全技

術、產品和服務，為籌辦工作提供了有力保

障。」奇安信董事長齊向東表示：「此次奇

安信專門為北京冬奧會制定了『六全防護體

系』：全維度管控、全網絡防護、全天候運

行、全領域覆蓋、全兵種協同、全線索閉環

的網絡安全防護體系，向世界展現我們維護

網絡安全的信心和決心，也為之後的奧運會

舉辦城市提供北京經驗。」

在冬奧主題活動日啟動儀式上還進行了

「奇安信和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聯

合標識」揭牌儀式，通過全新品牌形象「數

據虎符」對冬奧會和奇安信聯合標識升級。

據悉，承載冬奧主題活動日的北京網絡

安全大會，是立足北京、輻射全球的國際化

網絡安全產業盛會。此次冬奧主題活動日啟

動儀式上還共同啟動了系列主題活動和大會

3D雲展廳，標誌著為期10天的BCS2020正式

拉開帷幕。

新華社巴黎8月6日電：歐羅

巴聯賽八分之一決賽6日全部結

束，西甲塞維利亞隊在一場單回合

淘汰賽中2:0戰勝意甲羅馬隊成功

闖進八強。此外，勒沃庫森、狼隊

以及巴塞爾也分別擊敗各自對手晉

級。

塞維利亞和羅馬的首回合比

賽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未能按時

舉行，根據歐足聯的規定，重啟歐

羅巴聯賽後，兩隊的對陣改為在中

立球場進行的單回合制淘汰賽。

本場比賽在德國的杜伊斯堡

舉行。第22分鐘，左後衛雷吉隆連

續擺脫多名防守球員後，在小禁區

左側外圍低射破門，為塞維利亞取得領先。

上半場即將結束前，塞維利亞獲得反擊

機會。奧坎波斯從右路突破後低平球傳中至

球門前，及時跟上的恩內斯裡推射空門得手

將比分改寫為2:0。

這場比賽獲勝後，塞維利亞已經在各項

賽事中連續18場不敗。下一輪，塞維利亞的

對手將是來自英超的狼隊。

狼隊在當天的比賽中憑借墨西哥前鋒希

門尼斯的進球1:0戰勝了希臘的奧林匹亞科斯

隊，以總比分2:1淘汰對手晉級。

當天的另外兩場比賽，德甲勁旅勒沃庫

森1:0小勝蘇格蘭的格拉斯哥流浪者隊，以總

比分4:1晉級。瑞士的巴塞爾隊同樣以1:0的比

分戰勝了德甲法蘭克福隊，以總比分4:0淘汰

對手。

八強戰中，勒沃庫森將面對意甲豪門國

際米蘭，巴塞爾的對手則是烏克蘭的頓涅茨

克礦工隊。另外一場八強賽的對陣雙方是英

超曼聯隊和丹麥的哥本哈根隊。

所有的比賽都將在德國的中立球場以單

回合制淘汰賽舉行。

倫敦馬拉松沒有大眾跑者
將只允許精英運動員參賽

新華社倫敦8月6日電：倫敦馬拉松賽組

織者6日宣佈，今年的賽事將只對精英運動員

開放，大眾跑者可將參賽名額保留至2021、

2022或2023年。

因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本計劃于4月26日

舉行的倫敦馬拉松賽被推遲至10月4日。而在

經過幾個月與相關方面的溝通，賽事組織者

最終確定今年的比賽將只允許男、女及輪椅

組的精英運動員參賽。比賽將沒有觀眾，在

聖詹姆斯公園內設定的賽道上繞圈進行。比

賽成績可用于確定奧運資格。

大眾跑者可選擇改為線上參賽，也可將

名額保留至2021、2022或2023年的賽事。賽事

組織者同時宣佈，為了確保賽事有更大幾率

迎接跑者們的大規模參賽，2021年的賽事也

將由往年的4月檔期改至10月3日。

江蘇淮安打造
科學運動大平台

新華社南京8月7日電：到森林公園健步

走、去科學健身大講堂「漲姿勢」、再來套

專業的體測瞭解下自己的身體狀態……7日，

一系列全民健身日活動在江蘇淮安熱熱鬧鬧

開展起來。近年來淮安市圍繞人民群眾的多

樣化需求，努力豐富體育活動內容、優化服

務供給方式，努力為老百姓打造科學運動大

平台。

7日的「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動以「魅力

體育 躍享小康」為主題，共設置了全民健步

走、科學健身大講堂、國民體質監測服務及

科學健身知識宣傳、「尋找群眾身邊最美」

全民健身大評選頒獎典禮暨第八屆「夏夜大

舞台」健身展示活動四大板塊。淮安市體育

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作為深入貫徹落實全民

健身國家戰略，促進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深

度融合的品牌群眾體育活動，全民健身日系

列活動不但廣泛普及推廣了合理運動、科學

健身的理念，同時也讓「全民健身、全民健

康、全民共享」的群眾體育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

今年以來，為有效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淮安市堅持線上線下相結合，策劃組織

「全民健身·抗擊疫情」網絡健身大賽，安排

健身氣功、廣場舞、籃球、跆拳道、長跑等

項目，每月舉辦一場網絡賽事，受到城鄉群

眾的熱捧。同時靈活運用「淮安體育」微信

公眾平台，發佈爵士舞、中老年健身氣功等

30多期居家健身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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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終結廣東連勝
準決賽將迎決勝戰

新華社青島8月6日電　北京首鋼隊6日在

2019-2020賽季CBA準決賽第二場中以90：86

擊敗衛冕冠軍廣東宏遠隊，終結了對手本賽

季常規賽及季後賽的31連勝紀錄，在三戰兩

勝制的系列賽中扳平總比分。兩天後雙方將

為總決賽一席之地展開決勝戰。

準決賽首戰，廣東隊在末節落後19分的

情況下完成驚天逆轉。本場北京隊沒有讓這

一幕再次上演，末節一度領先6分的他們依靠

林書豪決勝時刻的精彩表現贏得了晉級的希

望。林書豪最後一節貢獻8分，並用一記罰

球穩住局勢，全場他得到了北京隊最高的25

分。另一名外援尤度交出23分、13個籃板的

「兩雙」數據，朱彥西和方碩各得10分。

林書豪表示，每名隊員都很勇敢，能

從第一場失利中調整心態，在球場上付出全

力，他為隊友和教練感到驕傲。

廣東隊主將易建聯繼續因傷缺陣。外援

威姆斯依靠出眾的個人能力連續攻擊籃筐，

開場後拿下7分。在廣東隊極具對抗性的防守

面前，北京隊半節時間僅得4分。尤度替補登

場後內線連得6分，而杜潤旺及時為廣東隊續

上火力，他們在首節結束時以18：14領先北

京隊。

第二節初段廣東隊延續著高質量防守，

迫使北京隊連續出現進攻24秒違例。憑借一

波12：0的得分高潮，廣東隊建立起兩位數優

勢。此後方碩「打三分」止住得分荒，北京

隊進攻勢頭復甦，尤度、林書豪、朱彥西、

周儀翔均有斬獲，在林書豪三分球命中後，

北京隊41：40反超比分。

下半場尤度繼續內線強攻，廣東隊進攻

端多點開花，雙方交替領先。末節開始後，

朱彥西和周儀翔合力貢獻3記三分球，尤度拋

投得手，北京隊領先6分，此後林書豪站了出

來，為球隊守住勝果。

北京隊代理主教練解立彬賽後難掩激

動，「我為這幫兄弟和團隊感到驕傲，能與

這樣一支團隊參加CBA複賽，是我人生中一

個非常高的點。」

解立彬認為，球隊上半場打得有點沉

悶，但依靠出色的防守拼下了比賽。「還有

第三場比賽，我們會堅持這樣的節奏和信

心，與總冠軍球隊一戰到底。」

廣東隊威姆斯投籃命中率超過70%，砍

下全場最高的28分，另有6個籃板、6記助攻

進賬。周鵬得到15分，杜潤旺拿下13分。

廣東隊主教練杜鋒說：「很遺憾，上半

場我們防守做得不錯，下半場讓對方投了一

些空位三分球，對我們有些影響。」

焦科維奇威脅美網:
保證回歐不用隔離 否則TOP20將退賽

網易體育8月7日報道：看起來，納達爾

很可能不是最後一位退出美網的大牌球手，

據悉以焦科維奇為領導的球員工會，與美網

組委會、ATP進行了電話會議，球員方面要

求美網保證他們在離開美國返回歐洲參加紅

土比賽時無需進行隔離，如果無法做出承

諾，ATP世界排名前20位的球員可能集體退

賽。

早在納達爾管宣不會參加美網之前，澳

洲壞小子克耶高斯就以視頻的方式，宣佈不

會在這個特殊時期去美國打比賽。而在作為

衛冕冠軍的納達爾因安全問題宣佈退出後，

美網的參賽名單依然是懸而未決，哪怕組委

會已經公佈了男子正賽的入圍球手。

在這份入圍名單之中，世界排名第一的

焦科維奇，包括蒂姆、梅德維杰夫、茲維列

夫、貝雷蒂尼和戈芬在內的其他前十高手均

榜上有名，但焦科維奇之前一直沒有做出是

否參加美網的決定，表示會在未來幾天內公

佈自己的最終行程，看起來與這次秘密進行

的電話會議有著很大的關係。

由于美國疫情嚴重，來自歐洲的球員

們參不參加美網，除了國際旅行的安全問題

外，還有回到歐洲後需要不需要進行14天隔

離的困擾。雖然美網後的馬德里大師賽已經

因為疫情的原因取消，但若隔離14天相當于

直接走上法網的賽場，這對于從美網回到歐

洲的球員們，顯然是無法接受的，或許納達

爾的退賽也考慮到了這一點。

這次電話會議，作為球員工會主席的

焦科維奇，代表球員方面與美網組委會以及

ATP進行磋商，三方討論的焦點在于，球員

方希望美網可以做出承諾，讓他們在返回歐

洲後不用隔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