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A今日赛程
15:30新疆 VS 山西
16:00江苏 VS 八一
19:35上海 VS 广东
20:00北京 VS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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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地摊经济”电靓“人间烟火”
“如果配电箱的出线暂时不用，一定要用

绝缘胶带缠住，或者直接拆除，否则会有安全
隐患。”“不要在电源附近堆放易燃物品，以免
电源温度过高引起火灾。”6月29日晚，在西
宁市城东区新千国际广场丝路风情街夜市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有一支队伍穿行其中引人注
目，他们就是国家电网青海电力“电靓夏都”
共产党员服务队。

新千国际广场观光夜市是西宁市城东区
重要经济区，也是西宁市“地摊经济”的重要
区域之一。为加快恢复市场活力，在政府相
关政策引导下，摊位经营数量明显增多。

“地摊经济”的“小地摊”蕴含了“大民
生”。国网西宁供电公司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为激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池
春水”提供电力保障。为了护航“地摊经济”
用电，西宁公司主动与当地城管部门积极沟
通，对夜市摊点进行排查摸底，了解并解决客

户用电需求，让摊主用电无忧；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逐一为每个夜市摆摊点进行检查，以
便掌握各夜市摊点地理位置、配电设施运行
情况，排查相关配网线路、空气开关、电源插
座等电气设备，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向
摊主及过往行人宣传安全用电常识，推广“网
上国网”APP。

“地摊经济”激活了夏都的烟火气，让城
市多了一份人情味和温暖。国网西宁供电公
司针对所有涉及“地摊经济”区域全面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详细掌握辖区用电情况，制定了
专项的供电保障机制。

“今天青海电力‘电靓夏都’共产党员服
务队共组织28名队员，针对西宁市兴海路菜
市场、气象巷菜市场、新千国际广场丝路风情
街等 5 个市场及夜市区域进行全面用电检
查，规范管理摊位用电。”青海电力“电靓夏
都”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马丽虹说。

英超
7月11日
22:00利物浦VS伯恩利
7月12日
00:30谢菲尔德联VS切尔西
03:00布莱顿VS曼城
23:30热刺VS阿森纳
7月14日
03:00曼联VS南安普顿
西甲
7月12日
01:30巴拉多利德VS巴塞罗那
04:00马德里竞技VS皇家贝蒂斯
20:00西班牙人VS埃瓦尔
07月14日
04:00格拉纳达VS皇家马德里
意甲
7月12日
01:30布雷西亚VS罗马
03:45尤文图斯VS亚特兰大
7月13日
03:45那不勒斯VSAC米兰
7月14日
03:45国际米兰VS都灵

周末看台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7月9日凌晨
进行的加泰德比最终决定了西班牙人的命
运，0：1不敌巴萨的结果令“鹦鹉军团”提前
3轮降级，这也意味着“西甲二年级生”武磊
即将告别这个舞台。从2019年初加盟西班
牙人至今，武磊有过高光时刻，有过低谷时
期，也经历过励志逆袭，接下来的路他会走
向何方？中国前锋的选择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关注。

留洋历程 一年级交出不错答卷

2019 年 1 月 28 日，西班牙人俱乐部正
式宣布与上海上港达成一致，武磊转会加
盟西班牙人。对2018赛季的中超最佳射手
来说，留洋生涯是离开舒适区后全新的开
始，“marcargol”是他抵达西班牙后学会
的第一个西语词汇，意思是“进一个”。
或许，这也是当时武磊对未来的期许。

武磊在西甲的第一个赛季可以用
顺利形容，球迷们之前担心的“看饮水
机”现象并未出现。时任西班牙人主帅
的鲁比很快就将中国球员纳入战术体
系中：武磊共代表球队出场 16 次，其中
12次首发，出场时间超过1000分钟。中
国前锋的回报是贡献了3个进球、1次助
攻，并为球队制造了一个点球。西班牙
人这个赛季也有着不错的运势，武磊加
盟前，球队仅领先降级区3分，赛季结束
时球队逆袭进入欧战区，获得欧联杯参
赛资格。

鲁比的离开被视作西班牙人如今这
个“噩梦赛季”的开端，在欧联杯小组赛
以头名晋级、创下新欧战最长不败纪录
的他们只能面对西甲赛场的一地鸡毛。
联赛前半程，这支球队仅取得了两场胜
利，早早拉响保级警报。赛季中三次换
帅、冬窗期的重金引援都未能挽救“鹦鹉
军团”。在与巴萨的德比战前，西班牙人
输给了保级对手莱加内斯，武磊将那场
失利形容为整个赛季的缩影：“对手的实
力不如我们，但我们就是犯了这样那样
的错误，由整个赛季大大小小的错误堆
积而成的失败。”

在西甲这所学校，武磊的一年级交
出了不错答卷，二年级的结果则显得更
为残酷。

周记心思 从没想过会经历降级

西班牙人全队在这个赛季都陷入了
怪圈，很长一段时间来，“西甲进球最少
球队”的头衔都被他们把持。在这个糟
糕的赛季里，武磊的适应能力也遇到比
之前更多的考验，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抛
给了他：在加耶戈与马钦执教时期，他几
乎出任过前场所有位置，直到阿维拉多
上任后才固定下来；中国前锋的临门一
脚被当地媒体多次指责，他在联赛第14
轮才终于打开进球账户；3月份感染新冠
肺炎，武磊的职业前景一度蒙上阴影，但
西甲重启后，他用在与阿拉维斯一役中
的“造红”+进球宣告痊愈归来。

努力踢好每一场比赛是武磊定下的
目标，仅从个人数据来看，他确实已经拼
尽全力——中国前锋本赛季已收获4球，
超过了上赛季，首回合德比战攻破巴萨
球门是他当之无愧的高光时刻；欧联杯
两球入账，帮助球队从小组赛晋级；国王
杯与莱里达的比赛里，武磊梅开二度，这
是他加盟西班牙人后首次单场两球。

留洋后首次面对多线作战，而三线
赛事均有进球，是武磊为中国留洋球员
创下的新纪录，各项赛事的8个进球令他
与费雷拉并列为西班牙人队内射手王。
拥有各项赛事46次出场、出场时间2499
分钟数据的武磊也成为队内赛季出场榜
头名。

本赛季经历了多重考验的武磊在周
记中写道：“去年这个时候，怎么也不会
想到现在这样的结果。我在出国前设想
过很多次留洋可能遇到的困难，无非是
没有出场机会、常年替补、教练不信任、
无法融入球队，真的没有想过会是降
级。人生真的不可能有剧本参照的。”

个人意愿 随西班牙人东山再起

对武磊未来去向的猜测从很早就

开始了，西班牙人还在保级圈挣扎时，狼
队、沃特福德、法兰克福就在“绯闻名单”
中露过脸。武磊与西班牙人俱乐部当初
签订的是一份“2+1”合同，今年年底到期，
而是否激活续约一年，还需要双方讨论相
关细则。

这是西班牙人历史上第五次从西甲联
赛降级，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7年前。尽管
在此前四次降级后，“鹦鹉军团”都能在第
二年顺利回归，但今非昔比，谁也无法预料
西班牙人会不会被西乙绊住脚步。

还未续约的武磊也清楚：“球队降级，
大家讨论最多的还是我的去留问题。”每个
人都在等待他的抉择，所有人都知道，西乙
对中国球员同样有着锻炼价值，所有人也

都知道，武磊留洋不仅是锻炼，在这一阶
段，他独自扛起了中国留洋球员的大旗。

两个赛季以来，武磊续上的是中国球
员长期以来的空白：2019年2月18日，成为
第一个在西甲赛场首发的中国球员，也是
距蒿俊闵 2011 年 4 月 23 日代表沙尔克 04
打满全场2857天后，再次有中国球员在五
大联赛首发出场；2019年3月2日，武磊收
获西甲首球，这是时隔3731天后，五大联赛
再次见到中国球员破门。

不论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在周记中，
武磊都表达了愿随西班牙人东山再起的态
度。但作为如今中国国家队的主力射手，
武磊的去留恐怕无法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
选择。

新华社吉隆坡7月9日电（记者林昊）亚足
联9日表示，经过与下属足协、联赛和俱乐部协
商，制定了包括国家队、俱乐部、室内足球等
2020年各项赛事的日程表。其中，亚冠联赛东
亚区的比赛拟于10月重启，决赛于12月5日举
行。小组赛至半决赛阶段以赛会制形式进行，
淘汰赛及决赛均改为单回合淘汰制，比赛地点
待定。

根据亚足联发布的比赛日程，亚冠小组赛
东亚区小组赛阶段的比赛将于10月16日至11
月1日进行。其中，北京国安队所在E组比赛将
于10月19日至31日进行；上海申花队所在F组
比赛将在10月16日至31日进行；广州恒大队所
在G组以及上海上港队所在H组的比赛将于10
月17日至11月1日进行。

东亚区的淘汰赛将于11月进行。其中，东
亚区的亚冠八分之一决赛将于11月3日和4日
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将于11月25日进行；半决
赛将于11月28日进行。决赛定于12月5日，将
在西亚区场地进行。

西亚区的亚冠比赛日期早于东亚区。其
中，小组赛将于9月进行，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
之一决赛在9月底前结束，半决赛将在10月3日
举行。

亚足联杯的比赛将从 9 月下旬开始，到 12
月结束。

亚足联方面表示，亚冠联赛和亚足联杯比
赛场地有待确认，其中小组赛阶段将完整举行，
包括决赛在内，淘汰赛为单回合决胜。

此前，亚足联宣布，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区40强赛剩余比赛拟于今年10月和11月举行。

西甲梦碎，武磊未来何去何从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7月9日凌晨的
英超第34轮，利物浦客场3：1击败布莱顿，在34
轮后拿到了92分，距离曼城创造的英超单赛季
最高积分100分只差8分。92分也追平了曼联
统治英超时代的最高夺冠积分纪录。

提前夺冠后，利物浦的主要目标就是打破
英超积分纪录。虽然一度以0：4惨败给曼城，
但“红军”很快找回了赢球的感觉，上轮以2：0
击败阿斯顿维拉。本轮对决弱旅布莱顿，利物
浦进球更为闪电,开场仅 8 分钟，他们已经 2：0
领先。第六分钟，凯塔禁区外背后偷袭抢球得
手，萨拉赫门前轻松破网。2分钟后，萨拉赫在
禁区前沿将球分给亨德森，利物浦队长劲射命
中。布莱顿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回一城，但埃及
射手萨拉赫第76分钟头槌建功，为“红军”锁定
3：1的胜利。

上轮意外“翻船”的曼城当日重回胜利轨
道，5：0 横扫纽卡斯尔联。尽管本赛季卫冕失
败，但曼城第二的排名愈发巩固。他们目前领
先第三名切尔西9分，而接下来4个对手中排名
最高的不过第15。

另据新华社罗马7月8日电（黎梦青）意大
利足球甲级联赛8日继续进行第31轮的比赛，
那不勒斯客场2：1战胜热那亚，罗马主场2：1战
胜帕尔马，亚特兰大主场2：0战胜桑普多利亚，
暂时升至积分榜第三位。

亚冠东亚冠东亚区比赛亚区比赛1010月重启月重启
淘汰赛改为单回合决胜

红军逼近英超单赛季最高积分

本报综合消息 在离开一级方程式赛车
（F1）两个赛季后，两届年度车手总冠军费尔南
多·阿隆索又回来了。北京时间7月8日，雷诺
车队宣布，阿隆索将在2021年代表车队参赛。

阿隆索第一次效力雷诺车队是在 2003 至
2006赛季，其间他赢得了两个年度车手总冠军
头衔。2007赛季，阿隆索短暂加盟迈凯伦车队，
并于 2008 赛季和 2009 赛季回归雷诺车队。此
后，他又分别转会法拉利车队和迈凯伦车队，并
于2018赛季结束后离开了F1。离开F1后，阿隆
索两次赢得勒芒24小时耐力赛冠军，赢得过世
界汽车耐力锦标赛（WEC）冠军，并在达喀尔拉
力赛中获得过第13名。

阿隆索明年加盟雷诺车队阿隆索明年加盟雷诺车队

本报综合消息 CBA2019-2020赛季复赛第二
阶段的比赛7月9日继续进行， 山东对阵广厦的
比赛在青岛上演。上半场双方比分焦灼，但山东
队在陶汉林六犯离场后逐渐难以抵抗，广厦队在
下半场凭借孙铭徽和胡金秋的出色表现迅速扩大
分差，最终山东84：100不敌广厦，遭遇失利，广厦
则提前7场获得季后赛资格。

9日四川男篮和浙江男篮这两支“全华班”队
伍上演精彩比拼。在复赛第一阶段取得了六胜两
负战绩浙江队优势明显，从第一节就牢牢掌控着
比赛，四川队却一直无法缩小分差。最终，四川男
篮以74：107惨败浙江男篮，遭遇5连败。

当日双外征战的北控与单外上阵的广州展开
较量。凭借弗格、摩尔·特里合砍的 56 分，北控
106：102 力克广州，收获 3 连胜，广州则尝到 4 连

败。北控实现本赛季对广
州的四连杀。

天津荣钢队以 88:129
大比分负于福建浔兴队，
遭遇复赛以来的九连败，
他们也是复赛以来唯一一
支未尝胜果的球队。

广厦大胜山东锁定季后赛广厦大胜山东锁定季后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