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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恒大夺亚冠后大约 3 小时，巴萨与
皇马的西班牙国家德比上演，这个夜晚
还有曼城VS利物浦等欧洲联赛的精彩
好戏。对于足球迷来说，这是一个超级
星期六，超级爽的盛宴。

亚足联当初制定亚冠赛程时大概不
会考虑亚冠决赛与西班牙德比“撞车”的
问题，现在既然让西班牙德比给“追尾”
了，难免会让我等两场都看的球迷产生
比较。看西班牙德比时，我产生了一个
错觉：怎么放的快镜头？两队人马在快
节奏高速度中攻防对抗，比赛流畅悦目，
精彩纷呈。如果先看的是德比战，接着

再看亚冠决赛时，恐
怕 以 为 是 重 放 慢 镜
头，动作、画面缓慢凝
滞，而且好像放大了
种种失误。球看得多
了，这种错觉经常有

的，其实也没必要大惊小怪。
我主要想说说埃神和苏牙的进球。

埃神的进球当然称得上世界波，而且是令
人热血沸腾的致胜捧杯的进球，我当时也
被震到了。看苏牙进球时，我并没有多兴
奋，西班牙德比毕竟以观赏为主，倾向性
不大。但我也有所触动：这才是世界顶级
前锋。苏牙的进球比不上埃神的华丽，但
出脚的淡定和稳定、射门的角度和准度，
比起埃神的偶而灵光闪现，感觉要靠谱得
多。苏牙当然也有过华丽的进球，但他的
恐怖不在此，而在其一贯灵敏的嗅觉和稳
准狠的一击。要比华丽，你可以看内马尔
的突破和过人，那是埃神望尘莫及的。

平心而论，埃神在欧洲五大联赛找
到位置是没问题的，但要称世界级前锋，
那可得喊“且慢”了。以世界级水准来
看，埃神的控球不稳，速度也不算快。更
重要的是，埃神是在亚洲足球这个平台
上耍威风，而苏牙、伊布等世界级前锋，
他们的漂亮进球攻克的都是世界级的后

防线。再看恒大的其他几个巴西球员，
高拉特未入巴西队主帅法眼，保利尼奥、
罗比尼奥为过气国脚，然而就这几个巴
西球员带着亚洲三流的中国国脚，就能
横扫亚洲，可见亚洲足球水平之低。

夺亚冠让斯科拉里也飘飘然了，他
喊出下一个目标是“赢得世俱杯”。也许
感觉话说得大了，他接着说“要有梦
想”。自巴西世界杯惨败后，斯科拉里被
批战术理念“过时了”，他在欧美足坛已
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到亚洲来寻找胜利
的感觉。过时的斯科拉里一到亚洲便大
获成功，可见亚洲足球多么落伍。

亚冠决赛也有盖过西班牙国家德比
的地方，那就是门票价格。恒大背靠中
国这个大市场，门票贵吗？还一票难求
呢。现在中国资本已大肆进入西班牙足
坛，赞助的、入股的、还有的成了控股的
大股东。中国资本也许能让西甲联赛变
成中资联赛，但现在我们哀叹的是：国内
球员、国家队的水平怎么就上不去？！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21日电（报道员谢
宇智）原本应该是一场“双雄会”的西班牙国家
德比却变成了巴塞罗那一支球队的独角戏。
21日，加泰罗尼亚豪门在客场以4：0的比分
大胜皇家马德里，并在积分榜上将后者甩开6
分差距。

对伯纳乌球迷来说，主队这一夜的表现只
能用“噩梦”来形容。虽然本泽马等球员的复
出让贝尼特斯强阵尽出，而对手阵中的头号球
星梅西又坐在替补席上，皇马却在场面上遭到
对方的全面压制，不仅进攻缺乏成效，防守更
是漏洞百出。苏亚雷斯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
内马尔和伊涅斯塔也分别有一球入账，四粒进
球让巴萨成功地以一场大胜在对手的地盘上
狠狠羞辱了自己的死敌。而皇马球迷则在终
场哨响时向本队挥舞起了抗议的白手绢。

拿下国家德比的胜利，令巴萨全队上下一
片欢腾。从球员到主帅都肯定，这场胜利“值
得载入历史”。

布斯克茨兴奋地表示：“在伯纳乌比赛从来
都不容易，但我们改变了巴萨的历史。”他还肯

定：“过去这些年里我们在双方交手中赢的次数
比他们多多了。我希望这一情况能延续下去。”

巴萨主帅恩里克也为球队如此轻易地取
胜感到吃惊：“在获得胜利之外，能够拥有像今
天这样的优势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场比
赛将进入历史，值得每一个巴萨球迷铭记。”同
时他还夸赞本场
比赛中打入一球
并得到皇马球迷
掌声的伊涅斯塔
是“人类的财富”：

“我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给他鼓掌，他是一个
有魔力的独一无二的球员。”

伊涅斯塔则在赛后说：“我们完成了一场
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都很出色的比赛。”他
指出，巴萨的成功秘诀是“做好自己”：“我曾
说过，唯一重要的是踢出我们自己的足球。
我想这正是今天我们所做的。”不过他也不忘
提醒兴奋中的巴萨人保持冷静的头脑：“我们
现在领先六分，但联赛还很长，这场胜利不是
决定性的。”

看了德比，不得不比

大
侃
台

据新华社伦敦11月21日电（记
者王子江）曼城21日在英超第13轮
比赛中，以1：4意外输给了利物浦
队，上赛季艰难保级的莱斯特客场以
3：0大胜纽卡斯尔联队后登上积分
榜首，写下一段英超神话。

主场作战的曼城只要获胜，就可
以保证继续领跑，但是仅过7分钟，
曼加拉解围不慎自摆乌龙，之后库迪
尼奥和菲尔米诺先后破门，32分钟
后曼城就以0：3落后。第44分钟，
阿圭罗20米外劲射扳回一分。终场
前9分钟，斯科特尔禁区边缘半凌空
射门，为利物浦打入了第四粒入球。

上赛季仅有四球入账的瓦蒂带
领莱斯特创造奇迹，他在圣詹姆斯公
园球场为本队首开纪录，这是他连续
在第10场英超比赛中进球，追平了前

曼联球员范尼斯特鲁伊的英超纪录。
28岁的瓦蒂赛后说：“这是场完

美的比赛，我平了范尼斯特鲁伊的纪
录，我们全取三分，一球未失。”

莱斯特上赛季大部分时间处于垫
底位置，凭着收官阶段的几场胜利勉强
保级，能冲到榜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阿森纳客场以1：2不敌西布罗姆
维奇队，也失去了登顶机会，这是他们
本赛季的第三场失败，由于下周二将
与迪纳摩萨格勒布队进行一场欧冠生
死战，这场失败对士气是个巨大打击。

法国前锋吉鲁在第28分钟首开
纪录，但对方的莫里森很快将比分扳
平，阿特塔的乌龙球让温格的队伍失
败而归。阿森纳还获得一个宝贵的
点球机会，结果卡索拉将球踢飞。

温格赛后说：“总体来说，这是糟
糕的一天，我们进了一个乌龙球，射
丢了一个点球，还错失了很多机会，
这令人非常失望。”

不过，坐在火山口上的穆里尼奥
迎来了一场久违的胜利。切尔西凭
借科斯塔的进球以1：0战胜诺维奇，
取得了13轮比赛中的第四场胜利。

其他几场比赛中，曼联以2：1击
败沃特福德，连续8场不败；埃弗顿
4：0战胜阿斯顿维拉，后者继续垫
底；斯托克1：0击败南安普敦；斯旺
西2：2平伯恩茅斯。

据新华社马德里11月21日电（报
道员谢宇智）主场0：4惨败给死敌巴塞
罗那，皇家马德里全队上下深受震动。
主帅贝尼特斯赛后表示，对于这场失败，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皇马在比赛中屡屡犯下错误，让对
手在上下半场各入两球，从伯纳乌带走
了一场大胜。这样的羞辱也让皇马球员
抬不起头来。摩德里奇赛后说：“我们没

有从错误中学到东西，踢得根本不像是
一支球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
的事了。我们打得很糟糕，非常糟糕。
大家的批评是应当的。”马塞洛则选择了
向球迷道歉：“我们要请求球迷们的原
谅。”

失利也让主帅贝尼特斯被置于巨大
的压力之下，他的排兵布阵饱受质疑。
但他坚持认为球队的首发阵容并没有选

错：“我们选择了优秀的具有经验的球
员，只是今天却没有打出应有的效果。
这套首发阵容应该拥有比今天的表现更
好的水平才对。（这个比分）我们所有人
都有责任。”他还承认，在这场败局后，球
队的士气问题令他感到忧心：“当以这种
方式输球后你找不出什么话来说，只能
够尽快让球队振作起精神来应对下一场
比赛。”

曼城、阿森纳相继失利

黑马莱斯特登英超榜首

皇马主帅：惨败人人有责

西甲上演西班牙国家德比

巴萨把皇马卸成四块四块

本报讯 11月22日晚，2015赛季中
国足协杯决赛江苏舜天和上海申花的首
回合比赛在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
结果全场比赛双方都无力改写比分，以
0：0互交白卷。两队第二回合决赛将在
下周日移师上海进行。

比赛虽然场面激烈，精彩镜头不多，
上半场舜天方面的埃斯库德罗和吴曦，申
花队的莫雷诺和曹赟定都获得过不错的
得分机会，但都未进球。吉翔在下半场
一脚任意球险些破门，但被耿晓峰扑出。
第91分钟江苏舜天替补出场的杨笑天两
黄换一红被罚出。双方最终0：0战平，一
周后在虹口体育场进行第二回合交锋。

作为中超球队，江苏舜天和上海申

花都是直接从第三轮开始的本赛季的足
协杯征程。江苏舜天先后5：1战胜贵州
智诚、2：1战胜河北华夏幸福以及3：1战
胜新疆达坂城纳欢，并在半决赛中以两
回合4：1的总比分淘汰山东鲁能晋级到
最后的决赛。而上海申花则先接连以
2：0和3：0的比分战胜了低级别球队梅
州客家以及青岛中能，随后点球大战淘
汰同城对手上海上港，最后在四强战中
以两回合7：3的总比分杀入到最后的决
赛。在两队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交手中，
双方各自在自己的主场取得了胜利。江
苏舜天先是主场3：2胜出，联赛收官战
中上海申花回到主场又以3：1还以颜
色。 （小文）

舜天申花互交白卷

据新华社休斯敦 11 月 21 日电
（记者张永兴）以夺金及奥运门票为
目标的中国选手21日在休斯敦举行
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表现不俗，17岁
中国小将蒋惠花夺得女子48公斤级
抓举和总成绩冠军。奥运亚军吴景彪
也奋力一搏，打破男子56公斤级抓举
世界纪录。

2015年世界举重锦标赛19日晚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
的乔治布朗会展中心隆重开幕，21日
是首个金牌日，将于28日结束。本届
世锦赛也是明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的资格赛，包括中国在内共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名选手参

赛。中国共派出15名主力选手参赛，
其中8名男选手将参加6个级别的角
逐，7名女选手将参加全部7个级别的
比赛。

在女子 48 公斤级抓举比赛中，
蒋惠花每次出场准备开始时，总会大
吼一声，为自己加油打气。她一开始
就选择别的选手都不敢要的 88 公
斤，可惜第一次冲击未果，但她并未
气馁，第二次摩拳擦掌，一举成功，引
来场上阵阵叫好声和掌声。虽然最
后挑战 91 公斤未能如愿，但已经成
功夺冠。

在挺举比赛中，蒋惠花分别选择
106公斤、108公斤及110公斤，三次都

如愿挺举成功。但遗憾的是，因体重因
素，她不敌同样挺举110公斤的朝鲜选
手李圣琴（Ri Song－gum），只能屈
居挺举亚军。但就总成绩而言，她比李
圣琴高4公斤，以198公斤稳获总成绩
冠军。

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赛场上十
足“女汉子”形象的蒋惠花却十分腼腆，
不知说什么是好。但当记者问她有没
有信心时，她大声说“有”。她说好成绩
来自于平时教练严格要求和自己刻苦
训练，并希望自己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发
挥得更好。

在男子56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队
派出了“双保险”组合龙清泉和吴景

彪。令人遗憾的是，龙清泉发挥失常，
三次抓举131公斤均未获成功，饮恨
退出比赛。吴景彪不负众望，虽经历
了135公斤第一次尝试失利，但第二
次抓举成功。他乘势叫阵139公斤，
并抓举成功，既夺金又刷新世界纪录，
双喜临门。

在挺举比赛中，吴景彪分别成功
挺举 160 及 163 公斤，但冲击 166 公
斤失利。朝鲜选手严润哲发挥出色，
以171公斤刷新世界纪录，并成功夺
冠，吴景彪只好屈居该项亚军。同
时，两人的总成绩都是302公斤，但也
是由于体重因素，吴景彪无奈只能获
得亚军。 中国选手吴景彪赛后庆祝。新华社发

北控99：89上海

八一81：85浙江

福建113：105北京

广厦130：124青岛

吉林103：113四川

江苏110：86深圳

山东104：108广东

山西108：103辽宁

天津94：118新疆

同曦121：107佛山

省健美健身公开赛
下月初在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
动会健美健身比赛暨海南省健美健身公开赛将于12
月5日至6日在海口市秀英区长彤路中央文化城举办。

作为我省传统群众体育赛事之一，本次比赛受
到了广大健美健身爱好者的高度关注，目前报名参
赛人数已达220人，是历年来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项目最全的一次。比赛共设有健美、健身、男子健体
和健身比基尼四个大项23个组别，特邀国际级裁判
李庆国担任总裁判长，比赛规则参照国际健美联合
会和中国健美协会最新的《健美健身竞赛规则》制定
执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代表我省参加12月份在福
建举行的“2015年全国健美健身冠军总决赛”。

为方便健美健身爱好者观看比赛，赛事组委会
在比赛期间（5日至6日）为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万
绿园至赛场的往返班车。

省男足超级联赛第十轮战罢

海大5球大胜海师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 林永成） 2015

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昨日战罢。海
南大学与海南师范大学两支“学生军”上演的“高校
德比”是本轮的焦点战，结果海大队以5：0大胜。

海大队与海师队在9月26日的第三轮比赛中
曾经交手，当时海大客场2：0获胜。本轮回到主场，
海大队信心更足气势更旺，而实力处于下风的海师
队在客场作战又缺乏斗志，最终踢成5：0的大比
分。本轮获胜后，海大队积分超越万宁长丰队，上升
到第4位。而海师队依然停留在倒数第二。

排名前三名的球队本轮都获胜。领头羊海口佳
宁娜红色战车队客场战排名垫底的东方队，未尽全
力就以3：0拿下。本轮过后，红色战车队积26分继
续高居榜首，领先第二名6分之多；而东方队依然一
胜难求，他们是唯一没有尝过胜利滋味的球队。

排名第二的澄迈雷霆队主场2：0击败万宁长丰
队，王锐独中两元。这个结果让万宁队的排名被海
大队超越，滑落至第五位。排名第三的儋州队在主
场逆转三亚队。下半场开场不久三亚队首开纪录，
但儋州队很快就扳平比分，并在终场前绝杀对手。
这场比赛没有改变两队的排名，儋州队继续位居第
三，三亚队名列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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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A常规赛

骑士擒老鹰主场不败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1日电 NBA常规赛

21日共进行了7场较量，詹姆斯轻取“准三双”助克
利夫兰骑士队109：97擒下亚特兰大老鹰队，骑士保
持新赛季主场不败。纽约尼克斯队依靠新秀波尔津
吉斯的神勇表现107：102客场击溃休斯敦火箭队。

骑士队在主场迎来了上赛季东部决赛的老对手
老鹰队。比赛开场，球队老大詹姆斯并未急于拿分，
而是频频送出助攻。在他的穿针引线下骑士队打出
高效的进攻，半场结束时以57：42领先了客队15分。

下半场，骑士队继续强势表现，分差一度被扩大
到了20分之上。老鹰队并未就此放弃，后卫施罗德
和神射手科沃尔内突外投合力打出一波9：0的反
击，将分差进一步缩小。无奈骑士队整体发挥稳定，
替补前锋琼斯在末节连续命中三分再次拉开比分差
距。最终，骑士队取得两连胜。

尼克斯队客场挑战火箭队，两队半场各打了一
节好球，尼克斯半场以5分优势领先。下半场比赛
双方开始肉搏，双方分差始终很难拉开。

最后时刻，尼克斯新秀波尔津吉斯的神勇表现
左右了比赛，他在第四节频频送出盖帽并在最后时
刻抢下关键篮板。尼克斯以107：102击败火箭队，
波尔津吉斯全场独揽24分14篮板的豪华数据，7次
盖帽更是创下了今年新秀的单场盖帽纪录。

在当日进行的其他几场比赛中，魔术91：97负于
国王，步行者主场123：86大胜雄鹿，活塞95：97奇才，
热火主场96：91战胜76人，马刺92：82轻取灰熊。

香港羽毛球公开赛收拍

李宗伟男单封王
据新华社香港11月22日电 2015年香港羽

毛球公开赛22日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落幕，马来西亚
“一哥”李宗伟击败中国小将田厚威，夺得男单冠
军。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名将马林摘得女单桂
冠。中国队则包揽了女双和混双的冠、亚军。

在林丹和谌龙先后出局后，李宗伟夺冠道路上
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障碍。马来西亚“一哥”在决赛中
打得更加信心十足，经过49分钟的战斗就以21：16
和21：15轻取田厚威，继上周中国公开赛夺冠后再
次捧得一座冠军奖杯。

女单决赛中，马林耗时84分钟苦战三局以21：17、
18：21和22：20战胜日本选手奥原希望，夺得冠军。

女双和混双的决赛是中国队的队内对决，女双
5号种子田卿／赵芸蕾以21：15和21：12轻取于洋
／唐渊婷，混双头号种子张楠／赵芸蕾苦战三局以
21：17、18：21和22：20击败刘成／包宜鑫。

男双赛场上，韩国组合李龙大／柳延星在决赛
中以2：1击败丹麦组合博埃／莫根森，摘得冠军。

利物浦球员斯科特尔（前）
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世界举重锦标赛在休斯敦开赛

中国军团首个金牌日进账三金

巴萨球员内
马尔（左）进球后
与队友伊涅斯塔
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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