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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跑”
的华夏
距离亚冠还有多远？
新华社石家庄 8 月 12 日电 中超足球联
赛进行到第 21 轮，对于亚冠资格的争夺已白
热化。全队高强度跑动距离冠绝中超的河
北华夏幸福在战平上海上港后，近来颓势一
扫而空，顺利回归争夺亚冠资格的序列。面
对摩拳擦掌的各家，佩莱格里尼的球队究竟
距离亚冠还有多远？
回想联赛半程结束时，华夏以 8 胜 5 平 2
负积 29 分暂列积分榜第三，在亚冠资格的角
逐中占据着优势。当时华夏主场还未尝败
绩，拥有如此表现的只有恒大和上港。
让人意外的是，第 16 轮开始华夏接连输
给建业、力帆、贵州、申花，
“ 高开低走”将手

中优势拱手送人。不过近两轮来，佩莱格里
尼带队迅速“止损”——先是横扫延边，后又
力平上港。
在与上港一战中，华夏有多达 4 名场上
球员跑到抽筋。据数据统计，华夏目前高强
度跑动距离联赛第一，总跑动距离也在联赛
前五。尽管年轻的球队异常努力，但想要拿
到亚冠资格，佩莱格里尼面前还有如下难
题。
进攻端上，华夏至今收获 36 粒进球，其
中拉维奇一人包办 11 粒。尽管成功传球仅
次于广州富力，但关键传球非常缺乏，还需
要其他球员站出来
“杀死”比赛。

欧洲·足坛

英超揭幕战阿森纳险胜莱斯特城
新华社伦敦 8 月 11 日电 在 11 日进行的
新赛季英超足球联赛揭幕战中，阿森纳队以 4:
3 逆转险胜莱斯特城队，
赢得开门红。
新近加盟的拉姆塞和吉鲁在下半场替补
建功，帮助阿森纳队在最近 8 个赛季以来第二
次在英超联赛首轮比赛中取胜。
在比赛还剩 7 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还以
2:3 落后。关键时刻，拉姆塞攻入了扳平比分
的一球，第 85 分钟吉鲁头槌破门，为阿森纳队
锁定胜局。
不过，阿森纳队的防线依然难以令人满
意。开场后 94 秒，拉卡泽特为阿森纳队首开
记录，但是冈崎慎司和瓦尔迪连入两球，帮助
莱斯特城队以 2:1 反超。虽然维尔贝克在上
半场补时阶段将比分扳平，但是瓦尔迪在 56
分钟再入一球，莱斯特城队再度领先。直到
比赛最后阶段，拉姆塞和吉鲁才拯救了阿森
纳队，让他们逃脱了连续 3 个赛季遭遇“开门
黑”的命运。

尼斯两连败

防守端上，正如佩莱格里尼此前所说，
华夏表现糟糕、总是犯同样的错误。下半程
前两个主场华夏送给建业和力帆 5 球，随后
两个客场被贵州和申花打入 7 球。任航受伤
后，
球队防守亟待提升。
打铁还需自身硬，但在做好自己的同
时，华夏无疑还要看其他球队脸色。目前恒
大一马当先，上港凭借联赛和足协杯的表现
几乎捧走一个亚冠资格。第二集团军中，八
轮不败的权健、连胜四轮的富力、赛程有利
的鲁能、势头正盛的国安，华夏要从第二集
团军中杀出还需努力。

田径世锦赛女子跳远

美国选手里斯夺冠

8 月 11 日 ，
里斯在比赛中。
当日，在英
国伦敦举行的
2017 年 国 际 田
联世界田径锦
标赛女子跳远
决赛中，美国选
手里斯以 7 米
02 的成绩夺冠。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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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扫描

嘉峪关国际铁人三项
戈壁挑战赛落幕
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中国铁人
三项运动协会消息，2017 年中国铁人三项
联赛－嘉峪关国际铁人三项戈壁挑战赛
12 日在嘉峪关市东湖景区举行，七百名余
参赛选手在祁连山下的戈壁雄关展开了角
逐。
最终，来自天津 TUBRO 铁人三项队的
魏臣以 2 小时 7 分 14 秒的成绩斩获男子大
师组冠军，威海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的李
郴、南京市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的武昊田分
别名列亚军和季军。
嘉峪关自 2004 年以来，已经成功举办
11 届铁人三项赛事。今年，嘉峪关引进了
中国铁人三项联赛，赛事影响力得到进一
步提升。联赛以“烽联丝路，铁铸雄关”为
主题，将嘉峪关“长城、雄关、钢城、丝绸之
路”的城市名片融入赛事宣传，凸显嘉峪关
的城市风貌、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为赛区
提供一个更加完善的城市营销平台，助力
嘉峪关
“文明城市”创建。

龙口国际马拉松 10 月开跑
新华社济南 8 月 12 日电 记者 12 日
从山东龙口市获悉，2017 年龙口国际马拉
松赛将于 10 月 15 日起跑。
这项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龙口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定于 15 日上午 7 时 30 分
在龙口市人民政府南广场人民公园起
跑。比赛项目共设男、女马拉松，男、女半
程马拉松，10 公里健康跑，迷你马拉松四
项。整个赛道沿海而设，让参赛运动员在
轻松愉快中完成比赛。
据赛事组委会介绍，此次龙马的奖金
设置十分丰富。参加全程、半程马拉松的
选手前 200 名均能获得奖金。本次比赛还
增加了烟台市民奖、中国籍选手名次奖、
团体赛奖，让更多的烟台以及全国的选手
参与进来，体验
“龙马”的乐趣。

贵德国际自行车速降赛开赛

里昂两连胜

新华社西宁 8 月 12 日电 12 日，2017
青海贵德国家地质公园国际自行车速降赛
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开赛，运
动健儿们在沟壑纵横的丹霞地貌间竞技比
拼、一展身手。
本次比赛为期 2 天，吸引了来自 15 个
国家（地区）的 120 名山地自行车爱好者。
赛事分为国际精英组、国内精英组、国内公
开组、女子组决赛等组别。为了使整个比
赛更富挑战性、观赏性，本次比赛对赛段路
况进行了升级改造和技术优化。
据贵德县县长安木拉介绍，为打造“中
国自行车运动名省”战略思路，贵德县充分
挖掘区域优势和资源特色，将陡峭险峻的
丹霞地貌和危险刺激的极限运动有机结
合，呈现出一场集美景与激情为一体的视
觉盛宴。

新华社巴黎 8 月 11 日电 在 11 日进行的
2017－2018 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上
赛季法甲季军尼斯队主场以 1:2 不敌升班马特
鲁瓦队，
遭遇两连败。
里昂队客场以 2:1 击败雷恩队，赢得两连
胜。
在上周的联赛揭幕战中输给圣埃蒂安队
之后，尼斯队再尝败绩。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
里，尼斯掌握着场上主动权，但是进攻乏力。
第 54 分钟，尼亚纳为客队首开记录。10
分钟，普利帮助尼斯队将比分扳平。终场前 4
分钟，特鲁瓦队的中场球员哈奥在禁区边缘起
脚破门，
为球队带走三分。
在当天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里昂队以 2:
1 击败雷恩队，德帕伊和法里亚诺为里昂队建
功。

临平影城
明星影厅

职场信息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9 月份综合招聘会通告
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
为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建设，充分
发挥人力资源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搭建
人力资源交流平台，让广大用人单位和求
职者有一个交流与沟通的场所，余杭区人
力资源市场定于 9 月 8 日上午 8：40—11：
30 分举行现场招聘会（超峰西路 1 号区人
力资源市场 3 楼招聘大厅）。届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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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会企业和广大求职者到现场招聘和
应聘。
请有意参加招聘会的各用人单位积
极报名。报名方式：网络报名，杭州就业
网的会员单位可直接网上报名；目前还不
是杭州就业网会员单位的，请登陆 http://
hzjy.zjhz.hrss.gov.cn 自助注册会员，会员
开通后即可网上报名，免费发布日常招聘

信息。
本次招聘会免费提供展位，室内招聘
会的招工简章自带，原则上尺寸统一为长
120CM *高 90CM（横版 KT 板）。招聘广
告内容应符合劳动法律法规，内容表述清
晰、简明扼要。
余杭区人力资源市场

8月11日——14日
《鲛珠传》3D 12:40 30元
《大象林旺之一炮成名》
14:30 25元
《侠盗联盟》18:40 30元
《心理罪》20:30 25元
（具体排映节目与时间以当时售票处公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