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磊献绝杀
上港挺进亚冠八强

法网战报
男单首轮

德约科维奇3：0卢彦勋

纳达尔3：0格罗斯

穆雷3：2斯捷潘内克

锦织圭3：0伯莱里

西里奇1：3特伦格里蒂

女单首轮

大威2：0康塔维特

伊万诺维奇2：1奥丁

扬科维奇1：2玛丽亚

布沙尔2:0西格蒙德

巴博斯2:0克劳福德

■ 阿成

还在几天前，人们都在说，骑士
的存在让东部冠军归属毫无悬念，东
部决赛唯一的看点是：骑士能否继续
横扫，以全胜战绩挺进总决赛？上一
场骑士不败金身被破后，还有不少人
说，这是骑士有意放水，目的是多打
一场多买些门票。北京时间 5 月 24
日，当骑士经过一番苦战输掉第二个
客场，比分变为2：2后，恐怕不会再有
人认为骑士“放水买门票”了吧。也
许2：0领先后骑士曾有些松懈，但现

在他们已真切感受到猛龙的威胁。
以球星的名气、球队的纸面实力

而论，猛龙与骑士相差甚远，甚至比不
上某些东部球队，但猛龙能打到东部常
规赛第二，季后赛连续两轮“抢七”惊险
晋级，如今与拥有“三巨头”的东部“巨
无霸”骑士战成平手，总有些理由。

猛龙阵中也就洛瑞和德罗赞这
对后场“双枪”有些名气和星味，其余
球员，一般段位的球迷恐怕都叫不出
名字。当然了，现在很多球迷都知道
有一个来自刚果的“非洲大山”比永
博，最近两战，这座“非洲大山”成为
猛龙禁区和篮筐的守护神，也是球队
获胜的关键之一。

在进攻上，猛龙主要依靠后场

“双枪”得分。内线球员中瓦兰丘纳
斯有不错的得分能力，但他一度受伤
缺阵，而在他伤愈后，主教练并没有
用他。猛龙教练组坚定使用比永博
等防守悍将，而弃用攻强防弱的瓦兰
丘纳斯，表明了防守至上的策略。是
的，坚韧的防守，正是猛龙能一路闯
关，并能与骑士抗衡的最重要原因。

人说“表演看进攻，赢球靠防守”，
到了季后赛，防守的作用更为明显。除
了比永博霸气的盖帽，猛龙的防守不见
得有多强悍，但韧劲十足。猛龙队员就
这么如影随形地追着你缠着你，我得分
不顺时，也不会让你顺畅得分。本次季
后赛，猛龙的后场“双枪”总体表现其实
不好，洛瑞一度命中率超低被人诟病，

但“双枪”不准的时候，他们偶尔也能赢
球，而“双枪”找回准星一齐发威，球就
稳赢了。可见防守的功效。

猛龙某些场次能赢球，也有运气
的眷顾，对手突然失准，也不完全是
猛龙防守之功。比如，上一场骑士

“三巨头”中的欧文19中3，勒夫9中
1，命中率惨不忍睹；骑士上一个系列
赛三分球大发神威，创下多项纪录，
而最近两场三分命中率急剧下降。
恐怕骑士队员正好处于状态的低潮
期。我们称赞猛龙坚韧防守的同时，
还得感慨他们的命够硬。

即使猛龙能追平比分，他们最终
晋级的希望还是小于骑士的，但如果
骑士“三巨头”不完整或者勒夫继续
低迷，结果就难说了。猛龙的好运似
乎还没有用完，在24日一战中，勒夫
受伤，伤情未明。而猛龙还有瓦兰丘
纳斯这张牌没有打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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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帅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猛龙韧劲足命够硬

5月25日，山东鲁能将在客场
与澳大利亚悉尼FC队进行亚冠1/
8决赛次回合决战。首回合鲁能在
主场1：1与对手战平，此战只有取
胜或者取得2：2以上的平局才能直
接晋级；若打成1：1平，则进入加时
赛甚至点球决战。也就是说，鲁能
晋级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客场取得
进球。

鲁能未能在主场夺得出线的先
机，加大了晋级的难度，他们只有在
客场证明自己有扭转被动局面的能
力了。好在鲁能做客澳洲的战绩不
错，包括本赛季亚冠第三轮资格赛
赛事在内，他们3次在客场对阵澳
洲球队均奏凯歌。不过，这3战的
对手都是阿德莱德，而此次的对手
变成悉尼FC。

鲁能是一支令人难以捉摸的球
队，他们经常在被人看好时莫名其
妙陷入低迷，而在人们对其失望时，
偶尔也能来一阵爆发。近期鲁能就

处于低迷状态，近一个月来8场比赛
只取得1胜，其中1胜还是在足协杯
上击败中甲中游球队梅州客家队。
不过在亚冠联赛中鲁能的表现与在
中超联赛中有很大反差，最近4场亚
冠比赛保持不败且仅失1球，本赛季
包括资格赛轮在内出战的9场亚冠
比赛只输了1场。

鲁能要想晋级必须进球，但他
们的主要问题却出在进攻上。上周
末联赛，鲁能在主场与建业0：0互
交白卷收场，这是他们在进入5月
份以来交出的第三张白卷。而在防
守上，鲁能也不能掉以轻心。巴西
外援吉尔已返回巴西国家队，不仅
缺席本场比赛，鲁能在6月的赛事
他也将缺席。吉尔缺阵，鲁能必须
重组后防线，也必须面对后防稳定
性下降的现实。

形势不利，近况不佳，鲁能晋级
前景不被看好，他们能不能再制造
一次惊喜？ ■ 林永成

省青少年足球赛高校组开踢

省直机关组八强产生
本报海口5月24日讯（记者王黎刚）“为

梦拼搏·绽放精彩”2016年省青少年足球赛省
直机关组八分之一决赛今天结束，产生8强。
高校组比赛开踢。

海南电视台队、省住建厅队、省人社厅队、
省交通厅队、省卫计委队、省公安厅队、海口海
事法院队和省司法厅队进入了8强。这8支球
队将捉对厮杀，胜者将获得进军青少年赛总决
赛的资格。

本次比赛共有省直机关27个单位的代表
队近700名球员参赛。比赛分为6个小组，第
一阶段小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第二阶段，小
组出线的16支球队进行淘汰赛。

高校组比赛今天开踢，共有12支球队参
赛。在今天的比赛中，海南大学队25：0大胜海
南职业技术学院队，创本次比赛的最悬殊比
分。海师大队7：0胜省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队，海经贸队1：0胜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队，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队3：0胜省海经院队。

国足公布
26人集训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韦骅 公兵）为备战2018年俄罗斯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的比赛，中国
足协于24日下午公布了一份26名球员
的集训名单，广州恒大共有八人入选。

在这份名单中，中超联赛“领头
羊”广州恒大队共有包括郜林、曾诚
在内的8名球员入选。上海上港与
山东鲁能也各自贡献了 5名国脚。
值得一提的是，效力于荷甲维特斯队
的小将张玉宁同样得到了主帅高洪
波的召唤，成为此次集训中唯一一名
留洋球员。

球员名单为：广州恒大：郜林、张琳
芃、黄博文、李学鹏、冯潇霆、曾诚、荣
昊、于汉超；上海上港：武磊、颜骏凌、于
海、蔡慧康、石柯；山东鲁能：王大雷、蒿
俊闵、杨旭、赵明剑、王彤；北京国安：张
呈栋；江苏苏宁：吴曦、任航、李昂；天津
泰达：胡人天；河北华夏幸福：姜宁、丁
海峰；荷兰维特斯：张玉宁。

主场不能，客场能不能？

曼联正式确认
范加尔已被解职

据新华社伦敦5月23日电（记
者王子江）曼联俱乐部23日晚发表声
明，确认主教练范加尔已经被解职。

在一份通过邮件发给记者的声明
中曼联俱乐部说，范加尔将离开俱乐
部，这个决定立刻生效。曼联俱乐部
执行副主席伍德沃德也在声明中表
示：“非常感谢路易斯（范加尔）和他的
团队过去两年的出色表现，帮助俱乐
部第十二次赢得足总杯，追平了（阿森
纳的）夺冠纪录。他在整个两年的工
作中表现了伟大的职业精神和原则。
他发现了多名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增
强了他们在大赛中的信心，为俱乐部
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俱乐部所有
人都祝他未来一切顺利。”

声明还说，俱乐部将很快宣布新
任主教练的人选。去年12月从切尔
西离职的穆里尼奥上任其实只是个形
式问题。

本报讯 5月24日晚，在亚冠
联赛迎来1/8决赛次回合比赛中，
上海上港队在主场凭借武磊在第
90分钟的绝杀，淘汰东京FC队，

进军亚冠八强。
全场比赛上海上港占据明显优

势，但直到第90分钟才收获进球，埃
尔克森禁区外怒射被对方门将秋元

阳太扑出，武磊补射将球打进。上海
上港主场1：0战胜东京FC，总比分
战成2：2，上港凭借客场进球晋级。
这是上海上港队首次打入亚冠八强。

比赛结束后，上港主帅埃里克森
和进球功臣武磊走进赛后新闻发布
会间，现场瞬间响起了掌声。本场比
赛，武磊荣膺最佳球员，他说：“此刻，
非常非常激动，这是我们球队第一次
征战亚冠，能小组出线，再杀进8强，
现在的感觉就是非常激动。整个球
队，我们俱乐部上下所有人、球迷，一

定都会满意结果。今天在场上的时
候，最后时刻我有体能透支的感觉，
但我自己感觉能够进球。”武磊说完
这段话，现场再次响起掌声。

武磊在比赛中头部受伤，关于伤
势，他说：“在拼抢中，对手直接踢到
了我的头部。没有什么大问题。应
该说比赛的最后时刻，整个球队都出

现了体能不足的情况，我们完全是靠
意志力拼下了胜利，非常不容易。”

85分钟后，第一感觉是什么？
武磊表示：“进球之后，非常兴奋。
我们从第一分钟开始，就把比赛掌
控了，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但是可
能是运气的原因，之前一直没破门，
但我始终相信最终我们会破门。”

进球功臣武磊：靠意志力拼下胜利

对于比赛，上港主帅埃里克森
给出了他的点评：“今天球队非常
棒，上周六经历了一场辛苦的比赛，
今天拼尽了全力。结合两场亚冠淘
汰赛，我们是表现更好的球队，因
此，我们杀进了8强。90分钟进球，
这是非常完美的结果，因为第一分
钟进球，对手还有90分钟可以扳平
比分，但是最后一刻进球，对手没有
了扳平的时间和机会了。一切都非
常的完美，祝贺俱乐部上上下下所

有人，祝贺场内场外所有人，对于这
个结果我们非常满意。”

本赛季俱乐部给球队制定的亚
冠目标就是小组出线，现在已经更
进一步，那么，上港有没有做好在
亚冠赛场上走得更远的心理准
备？对此，埃里克森说：“我们肯定
会努力去做到最好，除了努力，没
有别的。现在要集中精力打好联
赛，努力让联赛成绩提升。下阶段
亚冠 8 月再战，我们有时间去准

备。我们肯定会努力在亚冠中走
得更远。”

上港是否会在二次引援期间，
继续引进内外援？面对这个问题，
埃里克森坦言：“作为教练来讲，可
能有些自私，主教练总是想有新队
员加入球队，但是，这个事情还是要
和俱乐部讨论。现在距离二次转会
还有一段时间，我们现在还没讨论，
之后二次转会期间，新队员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比赛结束后，东京FC主帅城福
浩点评说：“非常遗憾，我们拼搏了
90分钟，没能守住平局，被对手进球
了。9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尽了全
力，但足球就是这样。感谢远道而

来的球迷，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我们
的球队，伴随我们的球队继续战斗
下去。”

关于技战术方面的得失，城福
浩表示：“当然了，球输了责任总是

在主教练，我想说球员非常好地执
行了我们赛前的部署非常，但我们
欠缺一点运气。我要感谢我们所有
的队员。”

（小新）

上港主帅埃里克森：一场完美的比赛

热点

亚冠前瞻

北京时间5月24日，在NBA季后赛东部决赛第四场比赛中，多伦多猛龙队主场以105：99战胜
克里夫兰骑士队，将总比分扳成2:2平。图为猛龙队球员德罗赞（右）、帕特森（中）与骑士队球员詹姆斯
在比赛中争抢篮板球。 新华社发

NBA东部决赛第四场

猛龙胜骑士扳平比分

王蔷张帅进第二轮
郑赛赛遇劲敌首轮出局

据新华社巴黎5月24日电（记者张寒）在
今天进行的法网第一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蔷
和张帅分别击败各自对手，晋级第二轮。郑赛
赛负于赛会22号种子齐布尔科娃，成为法网女
单比赛中唯一首轮出局的中国选手。

24岁的天津选手王蔷当日对阵世界排名第
737位的法国本土外卡选手安德里安贾菲特利
莫，只用了51分钟便以两个6：0轻取未满18岁
的对手。这位被称作中国网坛美少女的仁川亚
运会女单冠军第二轮将对阵12号种子纳瓦罗。

此前一天因天色太晚被迫中断比赛的张帅
24日中午继续出战。面对伤愈复出的31岁哈
萨克斯坦老将沃斯科波耶娃，这位年初澳网公
开赛的八强“黑马”从第一盘5：5平开始续盘，
只花了50分钟便以7：5、6：2结束战斗。

23日比赛被叫停前，这位27岁的中国“小
花”一姐经过48分钟的调整刚刚找回节奏，几
经努力从0：3落后追至5：5平。

22岁的郑赛赛以5：7、2：6不敌齐布尔科
娃，这位年初时曾达到现役中国球员最高世界
排名的小将，全场共出现6个双误，16次非受
迫性失误。

由于在法网赛前的WTA斯特拉斯堡赛上
首轮出局，张帅和王蔷的世界排名均有所下降，
前者从第63名滑至69名，后者下降一位来到
第74名。

由于在马德里和罗马两站红土赛事上表现
不佳，郑赛赛的世界排名已经落到第85位。

关注法网

法网女单首轮爆大冷门

三号种子科贝尔出局
本报讯 北京时间5月24日 2016年法国

网球公开赛继续女单首轮的争夺，3号种子、今
年澳网冠军科贝尔继续近来低迷表现，以2：6/
6：3/3：6爆冷输给了上周纽伦堡冠军贝尔滕
斯，继2011年后再度遭遇法网一轮游。

科贝尔在今年法网的首个对手是荷兰姑娘
贝尔滕斯，后者在上周纽伦堡赛从资格赛打起
连胜7场夺冠，气势正旺。科贝尔今年红土赛
季呈现高开低走的姿态，在斯图加特实现生涯
首次卫冕后，在更高级别的马德里和罗马赛均
是首战告负。 （小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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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FC主帅：我们欠缺一点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