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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勇士VS快船

新华社马德里4月24日电 武磊打入西甲第
二球！在 24 日进行的西甲第 34 轮比赛中，中国前
锋的一记进球帮助西班牙人在主场以 1：1 战平塞
尔塔。这是武磊时隔54天后打进的西甲第二粒进
球。这位前上港前锋继续着在西甲创造历史的脚
步。

在上轮未获得出场机会后，此役武磊重回首发
阵容。开场后他数次在进攻中制造威胁，并于第32
分钟为西班牙人率先打破僵局：在反越位成功后，武
磊杀至小禁区边缘，接罗卡挑传将球凌空扫入球网，
帮助西班牙人以1：0领先对手。

尽管最终塞尔塔凭借马克西·戈麦斯的进球将
比分追平，使西班牙人未能在主场拿到进入欧战区
所急需的三分，但武磊的表现获得了西班牙媒体的
一致称赞。《马卡报》称，武磊打入了一个“杂耍式”
的进球，并证明了自己“远不止是一名球队出于对
中国市场的考虑而引入的球员”“现在人们谈论的
都是他的进球、助攻和过人”。同时该报纸还着重
强调了武磊在进球后亲吻队徽的举动，他们认为武
磊的这一举动恰恰证明了他的融入度。而《每日体
育》则给武磊在本场比赛的表现打出了 7 分的高
分，认为他是“全场最佳”：“在科尔内亚·埃尔普拉
特（西班牙人队的主场），人们热爱他。”

西班牙人主帅鲁比也夸奖了武磊的表现，他认
为这个进球“非常漂亮”，并表示：“他是全场带来最
多火花的球员之一。同时在防守方面他也做得很
好。”他还说：“只要我们懂得如何开发他的优势，就
能从中获益。”

鲁比还谈到了武磊加盟以来的整体表现，并解
释了上一场未让武磊出场的原因。他说：“他适应得
很好。在体能方面，他除了锁骨的伤势外没有任何
问题。只是每场比赛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我认为
我们需要一些改变，有些时候则不用。但他现在的
状态很不错。”

武磊在西甲的第一个进球还要追溯到3月2日，
他在西班牙人与巴拉多利德的比赛中接达德尔传
球，推射近角破门。如今这粒进球，也打破了武磊54
天的进球荒，进球后武磊也用怒吼的方式宣泄了自
己的情绪。相信通过这粒进球，武磊的主力位置更
加稳固了。不过，武磊进入轮换阵容，或许更有利于
自己的发挥。

新华社伦敦4月24日电 曼城24
日做客老特拉福德球场，以2：0击败
曼联重返英超积分榜榜首，并且扫清
了卫冕之路上的最大障碍，而曼联获
得欧冠资格的前景岌岌可危。

阿森纳晋级前四的希望同样受
到重挫，他们在客场以1：3不敌本赛
季超水平发挥的狼队。

由于赛前落后多赛一场的利物
浦2分，曼城必须赢得这场比赛的胜
利，才能将夺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手中。当天的两场比赛过后，英超20
支球队全部各剩三场比赛，曼城积89
位居榜首，利物浦以一分之差列第
二。现在的形势是，如果曼城赢得最
后三场比赛的胜利，不管利物浦如何
发挥，都将成功卫冕。

位居第三到第六的依次是：热刺
（70 分）、切尔西（67 分）、阿森纳（66
分）、曼联（64 分）。狼队获得宝贵的
三分后，跃居第七，在第三集团领跑。

曼联在比赛中全面位居下风，控
球率只有37%，只有一次射正球门的
机会，赛前信誓旦旦要打出水平的博
格巴没有任何闪光的表现。

如今摆在曼城面前的是一片坦
途。由于已经拿下联赛杯冠军，足总
杯决赛又将在英超最后一轮后开战，

所以已经没有欧冠任务的曼城可以
全力备战最后三轮英超联赛。最后
三轮他们的对手分别为伯恩利、莱斯
特城和布莱顿，而在瓜迪奥拉入主后
曼城对阵这三支球队的战绩更是稳
得可怕（对阵伯恩利6胜1平、对阵莱
斯特城 5 胜 2 负、对阵布莱顿 4 战全
胜）。可以说，只要曼城不犯大错，卫
冕英超冠军指日可待。

而对克洛普的利物浦来说，形势
就复杂一些了。虽然最后三轮对手
中包含已经降级的哈德斯菲尔德和
无欲无求的纽卡斯尔，但最后一轮还
要面对难缠的狼队，能否取得全胜尚
未可知。而且，即便利物浦取得全
胜，但曼城不丢分，红军也无法拿到
冠军。在这样的情况下，争夺欧冠奖
杯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然而利
物浦将在欧冠半决赛中对阵如日中
天的巴萨，晋级形势也不乐观。

只要打平就可以超越切尔西位
居前四的阿森纳在上半场就以0：3落
后。第 28 分钟，内维斯 25 米外的任
意球直接入网，达赫蒂很快头球扩大
比分，约塔在上半场结束前劲射入
网，3：0。第80分钟，扎卡发出角球，
索克拉蒂斯跃起头球破门，为阿森纳
攻入了安慰性的一球。

54天后，武磊打入西甲第二球
新华社华盛顿4月24日电（记者王集旻）在24日

进行的一场NBA季后赛首轮较量中，主场作战的火箭
以100：93力克爵士，从而以4：1的总比分挺进西部半
决赛，这也是火箭连续第三个赛季打进西部半决赛。

火箭当家球星哈登开局手感不佳，前七投全部
投丢，不过后来逐渐找到准星，全场拿下26分，是球
队获胜的最大功臣。此外，中锋卡佩拉在攻防两端
都有不俗表现，他一人贡献16分、10个篮板。球队
另一名核心、后卫保罗拿到15分、8个篮板。

“我们不想回到爵士的主场，我们就是要在自己
的主场解决战斗。”保罗说。

本场比赛争夺激烈，半场过后火箭仅以 46：42
领先。第三节的战况依然难解难分，最后一节爵士
队打出一波8：0，以77：75领先。随后火箭在哈登和
保罗的率领下控制住局面并反超比分。比赛最后关
头爵士曾迫近比分，火箭则依靠强悍防守守住胜
果。纵观全场，火箭队的防守非常积极，共有12次
抢断和12次封盖。

“这场比赛我们出手的机会并不是非常多，不过
最终我们用防守解决了问题。”哈登赛后说。

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虽然杜兰特狂
砍45分，但路威得到33分和10次助攻，加里纳利得
到26分，在第四节关键时刻路威连得8分率队重新
确立优势，快船以129：121击败勇士，从而将总比分
追至2：3。

又讯 北京时间 4 月
25日，雄鹿与凯尔特人东
部半决赛的赛程公布，双
方将于北京时间4月29日
凌晨在雄鹿的主场迎来系
列赛的第一场比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25日消息，在为西
班牙人取得进球后，武磊在采访中表示，希望球队能
够获得欧联杯的资格，但是球队在遭遇两连平后，想
要拿到欧战资格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目前西班牙人积43分排名积分榜第九位，领先
降级区9分，保级已经基本成功。不过，他们在多赛
一轮的情况下，距离第五名的瓦伦西亚也有9分的
差距。在联赛仅剩四轮的情况下，西班牙人基本确
定无缘下赛季欧战。

此外，西班牙人接下来的赛程也很难熬，他们要
接连迎战贝蒂斯、马竞、莱加内斯和皇家社会，马竞
自然不好对付，而贝蒂斯、皇家社会和莱加内斯同西
班牙人的积分差距也在2分之内，西班牙人未必有
把握能战胜这三支球队。

《每日体育报》在赛后也打出了“西班牙人从欧
战梦中醒来”的标题，表示本场比赛也许是开往欧战
的最后一班火车，但如今它却驶离了西班牙人的身
边，尽管武磊率先打入一球，但西班牙人还是没能全
取三分，基本宣告欧战梦想破灭。

尽管武磊对欧战十分渴望，但他的愿望恐怕真
的是难以实现了。

武磊

踢欧战梦想基本破灭

新华社马德里4月24日电 西甲联赛第34轮24
日继续进行，马德里竞技在主场3：2战胜巴伦西亚，
从而延缓了巴萨夺冠的脚步。

马竞本轮在万达大都会球场迎战巴伦西亚，
如果“床单军团”输球，联赛“领头羊”巴萨将提前
四轮夺冠。开场仅 9 分钟，莫拉塔便近距离凌空
将球捅入对方大门，为主队先下一城。第 36 分
钟，加梅罗在小禁区边缘将比分扳为 1：1。第 49
分钟，格列兹曼的头球破门令马竞再次取得领
先。第 77 分钟，帕雷霍罚入点球，帮助巴伦西亚
两度追平。第 81 分钟，科雷亚的远射终于为马竞
锁定 3：2 的胜利，目前马竞与巴萨在积分榜上仍
有 9 分差距。

新华社罗马4月24日电 意大
利杯24日进行了半决赛次回合的一
场比赛，拉齐奥在客场以 1：0 战胜
AC 米兰，从而以总比分 1：0 晋级决
赛。

赛后，拉齐奥队长卢利奇在接受
采访时称：“这才是真正的拉齐奥，如

果我们一直这样发挥，我们能战胜任
何人。我承认，本场比赛我们有着比
上一场比赛迎战切沃时多得多的动
力，因此我们的比赛方式也不一样。”

拉齐奥将在意大利杯决赛中
迎战亚特兰大和佛罗伦萨中的胜
者。

新华社柏林4月24日电 在24日进行的一场德
国杯半决赛比赛中，拜仁慕尼黑在德国杯历史上第
九次遭遇不莱梅，最终在客场以3：2险胜挺进德国
杯决赛。

在前一日进行的另外一场德国杯半决赛中，莱
比锡在客场以3：1战胜汉堡。5月25日，拜仁慕尼黑
与莱比锡将在柏林争夺德国杯冠军。

马竞获胜马竞获胜

延缓巴萨夺冠脚步

曼城赢得德比大战曼城赢得德比大战清除最大卫冕障碍

新华社谢菲尔德4月24日电（记者
王子江）在24 日进行的世界斯诺克锦标
赛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周跃龙顶住了北
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的反击，最后以
10：7 淘汰对手，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
位闯入16强的中国选手。

作为本次比赛六号种子的艾伦本赛
季达到职业生涯的巅峰，先后赢得国际锦
标赛、苏格兰公开赛和大师赛三项冠军。
在前一天的比赛中，第二次参加世锦赛的
周跃龙一开始就连赢五局，最后以7：2结
束第一阶段的较量。当天下午重新开战，
周跃龙连下两局，以9：2拿到赛点。

第 12 局比赛中，周跃龙远台进攻失
手，艾伦抓住机会扳回一局，9：3。接下来

背水一战的艾伦多次打出漂亮的远台攻
击，连胜四局将差距缩小到7：9。

第17局，周跃龙以后45：24领先，两
人陷入防守大战，经过近半小时的缠斗，
周跃龙终于抓住一个并不太好的机会上
手，赢得了这场艰苦的争夺。

周跃龙赛后表示：“我很幸运能够赢
得胜利，其实艾伦打得很好，他后面追回
的五局中，我并没有犯低级错误，我当时
心态非常平稳。我当时想：自己领先这么
多，只需要静静地等待机会就可以，因为
不管他打得多好，总会有失误的时候。”

前几天的比赛中，首次参赛的中国选
手田鹏飞和赵心童都是在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手逆转。对此，周跃龙表示：“第二次
参赛和第一次参赛有本质的区别，第一次
来到这个赛场大家都有一些心理负担，因
为赛场很小，当你失去注意力的时候，很
难再调整回来。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这
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周跃龙在下一轮的对手是两届亚军
阿里·卡特与利索夫斯基之间的胜者，他
说：“不管对手是谁，只需要集中精力做好
自己就可以。”

斯诺克世锦赛：周跃龙击败艾伦晋级周跃龙击败艾伦晋级1616强强

意大利杯：拉齐奥战胜AC米兰晋级决赛

火箭晋级西部半决赛

英超
4月27日
03:00 利物浦VS哈德斯菲尔德
19:30 热刺VS西汉姆联
4月28日
19:00 莱斯特城VS阿森纳
21:05 伯恩利VS曼城
23:30 曼联VS切尔西
西甲
4月27日
22:15 马德里竞技VS巴拉多利德
4月28日
02:45 巴塞罗那VS莱万特
4月29日
02:45 巴列卡诺VS皇家马德里
4月30日
03:00 皇家贝蒂斯VS西班牙人
意甲
4月28日
00:00 罗马VS卡利亚里
02:30 国际米兰VS尤文图斯
4月29日
02:30 都灵VS AC米兰

德甲
4月27日
21:30 多特蒙德VS沙尔克04
4月29日
00:00 纽伦堡VS拜仁慕尼黑
法甲
5月1日
01:00 蒙彼利埃VS巴黎圣日耳曼
中超
4月26日
19:35 广州富力VS深圳佳兆业
4月27日
15:30 河北华夏幸福VS北京人和
19:35 河南建业VS江苏苏宁
19:35 上海申花VS天津天海
4月28日
15:30 天津泰达VS上海上港
19:00 重庆斯威VS广州恒大
19:35 北京国安VS大连一方
19:35 山东鲁能VS武汉卓尔
F1大奖赛阿塞拜疆站
4月27日 21:00 排位赛
4月28日 20：10 正赛

拜仁挺进德国杯决赛

周 末 看 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