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马刺
队做客盐湖城，爵士队早早奠定了 15
分的领先优势，并且把优势保持到了全
场，最终爵士队主场以139：105兵不血
刃大胜马刺，避免连败。马刺队无缘连
胜，跌至西部倒数第二。

爵士最近战绩下滑，跟客场过多
有关。过去的 12 场比赛，他们到了
11 个不同的城市。上一场打热火，
在领先 19 分的情况下仍遭到翻盘。
马刺最近 13 场输了 9 场比赛。首节
比赛爵士先声夺人，他们三分球 10
投 6 中，米切尔单节砍下 10 分，带领
球队取得 34：20 的领先。次节马刺
进攻有所好转，德罗赞里突外投拿
下 10分，率队发起一波反击，半场结
束他们以 47：63 落后。下半场爵士
彻底爆发，戈贝尔在内线占尽优势，
频频上演暴扣，在他的引领下主队
轰出了单节 41 分的高分，三节战罢
爵士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 26 分，
比赛就此失去了悬念，最终爵士以
139:105大胜马刺。

近来势头正盛的独行侠主场迎
战西部的另一支劲旅开拓者，两队一
上来就展开对攻，首节还剩 4分钟时
双方战成 17：17，此后开拓者进攻突
然哑火，独行侠趁机打出一波17：3的
攻势，以 34：20领先结束本节。次节
比赛开拓者在利拉德的带领下苦苦
追赶比分，独行侠则依靠东契奇的出
色发挥始终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半
场过后独行侠仍以 60:45领先。易边
再战，利拉德连取 6分帮助开拓者将
比分追至只差 8分，但独行侠的鲍威
尔在关键时刻连中两记三分，帮助球
队顶住了对手的反扑，三节战罢独行
侠仍然握有 14分的领先优势。末节
开拓者一度将比分追至 93：100，但东
契奇在关键时刻命中一记三分，彻底
杀死了比赛，最终独行侠以 111：102
击败开拓者。

其他几场比赛中，步行者队以96:90
战胜公牛队，热火队以90:105不敌魔术
队，太阳队以105:122负于国王队。

本报记者薛卫斌

爵士34分大胜马刺
独行侠击败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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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还要唤醒熟睡中的树叶
听 那沙沙的击掌声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还要亲吻沧桑的脸庞
像 妻子的初吻让我热血沸腾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迟迟地才来驱赶大西安的霾
似 精灵的白鹿与邪恶势不两立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还“煽动”着侄子大奎 放下书包
和我在雪地里“疯狂”地打着雪仗 滚着雪球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我忠诚的新城大队交警
和遵守交法的人们已摘掉了口罩
为你振臂 为你喝彩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茫茫原野上
唯有天地 唯有快乐 唯有担当

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裁判员名
单日前出炉，其中有3名中国籍裁判入
选，分别是主裁判秦亮、助理裁判方燕
与崔永梅。这也是她们继 2015 年加
拿大女足世界杯后，第二次执裁女足
世界杯。

在最终入围法国女足世界杯裁判
员名单中，总共有来自42个国家和地
区的27名主裁判和48名助理裁判。秦
亮是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籍主裁判，此
外，亚足联还有两位澳大利亚主裁、一
位日本主裁和一位朝鲜主裁入选。助

理裁判员中亚洲总共8位入选，包括了
来自天津的助理裁判崔永梅和来自上
海的助理裁判方燕。此次入选的3位
中国籍裁判曾于2015年执裁加拿大女
足世界杯，在哥伦比亚队2比0战胜法
国队的比赛中，3人联袂登场，那是中国
裁判时隔8年后再次执裁女足世界杯
比赛，也是女足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
名中国裁判集体执裁。

近年来的重大国际女足赛事中，中
国女子裁判从未缺席。秦亮、方燕、崔
永梅3人执法了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
界杯，崔永梅执法了2016年奥运会女
足比赛，秦亮、方燕、崔永梅、梁建萍、鲍
梦晓等还参与执裁了2016年、2018年
女足U-17、U-20世界杯。本次世界杯
秦亮等人的再次入围，代表了国际足
联、亚足联对中国女子裁判员整体发展
水平的认可。

本报记者王战荣

昨晨，英超第15轮的一场焦点大战在维卡拉格路球场
打响，凭借萨内的进球和马赫雷斯传射建功，曼城以2：1力
克沃特福德，以英超七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

曼城近3个赛季均双杀沃特福德仅丢2球，近11战
取得9胜2平，沃特福德上次取胜曼城还是1989年。此
役，曼城占了七成的控球率，射门之比是15：11，射正却只
是7：7。沃特福德在力保不失的前提下，反击颇具威胁，这
使得双方陷入僵持。沃特福德门将福斯特有出色发挥，接
连扑出了萨内、马赫雷斯和贝尔纳多威胁极大的射门，这
又增加了曼城取胜的难度。僵局终于在第40分钟被打破，
马赫雷斯右路斜传，萨内近距离用胸口将球挡入球门。易
边再战，沃特福德果然压出进攻，给曼城以更多的反击空
间。第51分钟，热苏斯左路传中，无人防守的马赫雷斯扫
射破门，2：0。此后，曼城仍有多次威胁极大的反击，只可
惜贝尔纳多和热苏斯都未能把握机会。第85分钟，杜库
雷补射破门，替沃特福德将比分追至1：2，但最终未能再
度改写比分。 本报记者薛卫斌

曼城七连胜领跑英超

2019年东亚杯女足预选赛昨天结
束了最后一轮的较量，中国女足在与
中国台北队的比赛中凭借王珊珊和肖
裕仪的进球，以 2:0击败了对手，进而
以三战全胜的战绩闯进了明年的东亚
杯正赛。

该项赛事也是中国女足对2019年
世界杯、2020年奥运会的重要备战内
容，对贾秀全指导打造主力阵容有重要
意义。中国女足自 2005 年东亚杯之
后，今年首次参加该赛事预选赛。由于
2017年东亚杯中国女足位列第三，而当
时垫底的韩国女足明年是东道主，所以

依照规则，中国女足就来到了预选赛的
赛场。按照赛程，中国女足分别于 12
月1日、3日、5日与蒙古队、中国香港队、
中国台北队过招。获得头名的球队将跻
身正赛。在前两轮比赛中，中国女足火
力全开以10：0的比分大胜蒙古女足，第
二轮中国女足6：0战胜中国香港女足。

本场比赛开始后，中国女足便展现
出了过人的实力，始终控制着对手，结
果在第9分钟和第12分钟，中国女足连
下两城，最终以2:0战胜了对手。从本
届东亚杯预赛的情况来看，在贾秀全
的带领下，中国女足有了非常大的变

化，尤其是在自信心、球队整体配合以
及拼搏精神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另外
也发掘出了非常优秀的球员，比如前
锋王珊珊，在亚运会上有着惊人的表
现，在这次举行的三场预选赛中也有
过上演大四喜的惊人表现。在刚刚获
得亚洲足球小姐的王霜未能随队前往
的情况下，女足姑娘展现出了良好的
状态，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贾秀全指
导也是充分地肯定了女足姑娘们的表
现，强调整体攻防、整体配合才是中国
女足的战术核心。

本报记者王战荣

三战全胜女足晋级东亚杯正赛

都市真情实感

■尚恩雪儿你来了中国三裁判
将执法女足世界杯

曹林燕《从故乡出发》出版
本报讯（记者成东丽）曹林燕的第一部散文作品集

《从故乡出发》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
书24.5万字，分三部分，即回家的路、故乡的山水、南山窗
明等，收入文章77篇，著名散文家、编辑孔明为该书作序。

曹林燕是接地气的蓝田作家，她的散文带有浓郁的
乡土气味和清淡的个性气息。她爱读书，爱写诗，爱画
画，她的散文有清心清肺的美妙质感，既脱俗，又雅致。
她的乡愁成就了她水淋淋的文字，美如莲花开放。她的
文里，梦境如画境，画境如梦境。故乡渐行渐远，故乡面
目全非，故乡却能回去，这全赖她爱情般的乡情和画笔般
的文笔。她的文章不华丽，却别有滋味，读之如临田野，
如见古人心。她的乡愁有别于一些过来人的怀旧惆怅，
更多的带有童话色彩。

昨日，NBA常规赛继续进行，马刺
队做客盐湖城，爵士队早早奠定了 15
分的领先优势，并且把优势保持到了全
场，最终爵士队主场以139：105兵不血
刃大胜马刺，避免连败。马刺队无缘连
胜，跌至西部倒数第二。

爵士最近战绩下滑，跟客场过多
有关。过去的 12 场比赛，他们到了
11 个不同的城市。上一场打热火，
在领先 19 分的情况下仍遭到翻盘。
马刺最近 13 场输了 9 场比赛。首节
比赛爵士先声夺人，他们三分球 10
投 6 中，米切尔单节砍下 10 分，带领
球队取得 34：20 的领先。次节马刺
进攻有所好转，德罗赞里突外投拿
下 10分，率队发起一波反击，半场结
束他们以 47：63 落后。下半场爵士
彻底爆发，戈贝尔在内线占尽优势，
频频上演暴扣，在他的引领下主队
轰出了单节 41 分的高分，三节战罢
爵士的领先优势已经达到了 26 分，
比赛就此失去了悬念，最终爵士以
139:105大胜马刺。

近来势头正盛的独行侠主场迎
战西部的另一支劲旅开拓者，两队一
上来就展开对攻，首节还剩 4分钟时
双方战成 17：17，此后开拓者进攻突
然哑火，独行侠趁机打出一波17：3的
攻势，以 34：20领先结束本节。次节
比赛开拓者在利拉德的带领下苦苦
追赶比分，独行侠则依靠东契奇的出
色发挥始终掌控着场上的主动权，半
场过后独行侠仍以 60:45领先。易边
再战，利拉德连取 6分帮助开拓者将
比分追至只差 8分，但独行侠的鲍威
尔在关键时刻连中两记三分，帮助球
队顶住了对手的反扑，三节战罢独行
侠仍然握有 14分的领先优势。末节
开拓者一度将比分追至 93：100，但东
契奇在关键时刻命中一记三分，彻底
杀死了比赛，最终独行侠以 111：102
击败开拓者。

其他几场比赛中，步行者队以96:90
战胜公牛队，热火队以90:105不敌魔术
队，太阳队以105:122负于国王队。

本报记者薛卫斌

爵士34分大胜马刺
独行侠击败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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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还要唤醒熟睡中的树叶
听 那沙沙的击掌声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还要亲吻沧桑的脸庞
像 妻子的初吻让我热血沸腾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迟迟地才来驱赶大西安的霾
似 精灵的白鹿与邪恶势不两立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为什么还“煽动”着侄子大奎 放下书包
和我在雪地里“疯狂”地打着雪仗 滚着雪球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我忠诚的新城大队交警
和遵守交法的人们已摘掉了口罩
为你振臂 为你喝彩

雪儿 你来了
来 就来吧
茫茫原野上
唯有天地 唯有快乐 唯有担当

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裁判员名
单日前出炉，其中有3名中国籍裁判入
选，分别是主裁判秦亮、助理裁判方燕
与崔永梅。这也是她们继 2015 年加
拿大女足世界杯后，第二次执裁女足
世界杯。

在最终入围法国女足世界杯裁判
员名单中，总共有来自42个国家和地
区的27名主裁判和48名助理裁判。秦
亮是唯一一位入选的中国籍主裁判，此
外，亚足联还有两位澳大利亚主裁、一
位日本主裁和一位朝鲜主裁入选。助

理裁判员中亚洲总共8位入选，包括了
来自天津的助理裁判崔永梅和来自上
海的助理裁判方燕。此次入选的3位
中国籍裁判曾于2015年执裁加拿大女
足世界杯，在哥伦比亚队2比0战胜法
国队的比赛中，3人联袂登场，那是中国
裁判时隔8年后再次执裁女足世界杯
比赛，也是女足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
名中国裁判集体执裁。

近年来的重大国际女足赛事中，中
国女子裁判从未缺席。秦亮、方燕、崔
永梅3人执法了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
界杯，崔永梅执法了2016年奥运会女
足比赛，秦亮、方燕、崔永梅、梁建萍、鲍
梦晓等还参与执裁了2016年、2018年
女足U-17、U-20世界杯。本次世界杯
秦亮等人的再次入围，代表了国际足
联、亚足联对中国女子裁判员整体发展
水平的认可。

本报记者王战荣

昨晨，英超第15轮的一场焦点大战在维卡拉格路球场
打响，凭借萨内的进球和马赫雷斯传射建功，曼城以2：1力
克沃特福德，以英超七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

曼城近3个赛季均双杀沃特福德仅丢2球，近11战
取得9胜2平，沃特福德上次取胜曼城还是1989年。此
役，曼城占了七成的控球率，射门之比是15：11，射正却只
是7：7。沃特福德在力保不失的前提下，反击颇具威胁，这
使得双方陷入僵持。沃特福德门将福斯特有出色发挥，接
连扑出了萨内、马赫雷斯和贝尔纳多威胁极大的射门，这
又增加了曼城取胜的难度。僵局终于在第40分钟被打破，
马赫雷斯右路斜传，萨内近距离用胸口将球挡入球门。易
边再战，沃特福德果然压出进攻，给曼城以更多的反击空
间。第51分钟，热苏斯左路传中，无人防守的马赫雷斯扫
射破门，2：0。此后，曼城仍有多次威胁极大的反击，只可
惜贝尔纳多和热苏斯都未能把握机会。第85分钟，杜库
雷补射破门，替沃特福德将比分追至1：2，但最终未能再
度改写比分。 本报记者薛卫斌

曼城七连胜领跑英超

2019年东亚杯女足预选赛昨天结
束了最后一轮的较量，中国女足在与
中国台北队的比赛中凭借王珊珊和肖
裕仪的进球，以 2:0击败了对手，进而
以三战全胜的战绩闯进了明年的东亚
杯正赛。

该项赛事也是中国女足对2019年
世界杯、2020年奥运会的重要备战内
容，对贾秀全指导打造主力阵容有重要
意义。中国女足自 2005 年东亚杯之
后，今年首次参加该赛事预选赛。由于
2017年东亚杯中国女足位列第三，而当
时垫底的韩国女足明年是东道主，所以

依照规则，中国女足就来到了预选赛的
赛场。按照赛程，中国女足分别于 12
月1日、3日、5日与蒙古队、中国香港队、
中国台北队过招。获得头名的球队将跻
身正赛。在前两轮比赛中，中国女足火
力全开以10：0的比分大胜蒙古女足，第
二轮中国女足6：0战胜中国香港女足。

本场比赛开始后，中国女足便展现
出了过人的实力，始终控制着对手，结
果在第9分钟和第12分钟，中国女足连
下两城，最终以2:0战胜了对手。从本
届东亚杯预赛的情况来看，在贾秀全
的带领下，中国女足有了非常大的变

化，尤其是在自信心、球队整体配合以
及拼搏精神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另外
也发掘出了非常优秀的球员，比如前
锋王珊珊，在亚运会上有着惊人的表
现，在这次举行的三场预选赛中也有
过上演大四喜的惊人表现。在刚刚获
得亚洲足球小姐的王霜未能随队前往
的情况下，女足姑娘展现出了良好的
状态，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贾秀全指
导也是充分地肯定了女足姑娘们的表
现，强调整体攻防、整体配合才是中国
女足的战术核心。

本报记者王战荣

三战全胜女足晋级东亚杯正赛

都市真情实感

■尚恩雪儿你来了中国三裁判
将执法女足世界杯

曹林燕《从故乡出发》出版
本报讯（记者成东丽）曹林燕的第一部散文作品集

《从故乡出发》日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
书24.5万字，分三部分，即回家的路、故乡的山水、南山窗
明等，收入文章77篇，著名散文家、编辑孔明为该书作序。

曹林燕是接地气的蓝田作家，她的散文带有浓郁的
乡土气味和清淡的个性气息。她爱读书，爱写诗，爱画
画，她的散文有清心清肺的美妙质感，既脱俗，又雅致。
她的乡愁成就了她水淋淋的文字，美如莲花开放。她的
文里，梦境如画境，画境如梦境。故乡渐行渐远，故乡面
目全非，故乡却能回去，这全赖她爱情般的乡情和画笔般
的文笔。她的文章不华丽，却别有滋味，读之如临田野，
如见古人心。她的乡愁有别于一些过来人的怀旧惆怅，
更多的带有童话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