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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 04:00 狼队VS利物浦

NBA昨日战报
尼克斯119：97雷霆
活塞95：100篮网
猛龙104：114黄蜂
雄鹿125：119奇才
国王106：121老鹰
开拓者125：121森林狼
步行者122：111太阳
独行侠116：103掘金
3月15日
06:30 马刺VS76人
07:00 热火VS魔术
07:30 骑士VS老鹰
08:00 凯尔特人VS火箭
08:00 开拓者VS森林狼
09:00 猛龙VS公牛
09:00 快船VS鹈鹕

CBA昨日战报
广厦109：115青岛
广东110：104广州
辽宁126：105福建

今日
12:30 深圳VS北控
15:00 同曦VS山西
19:35 浙江VS新疆
20:00 上海VS山东

香格里拉
售票处 国际国内飞机票、GP公务机票、移动pos机刷卡、

市内免费送票、订机票赠送精美小礼品

新华社马德里3月13日电 西
甲联赛第27轮13日展开较量，皇马
在主场以2：1险胜埃尔切，将与“领
头羊”马竞的差距缩小至6分。

皇马本轮坐镇主场迎战埃尔
切。在主队一球落后的情况下，本
泽马于比赛最后时刻梅开二度，帮
助球队逆转对手。这是皇马时隔13
年后，再度有球员在联赛最后20分
钟打进两球帮助球队逆转获胜。

上一位有如此表现的皇马球员
是伊瓜因，他在 2008 年 11 月 8 日与
马拉加的比赛最后 20 分钟梅开二

度，帮助皇马逆转获胜。
本赛季，本泽马在联赛中已打

进15球，另外在欧冠赛场打进4球，
西班牙超级杯打进1球，各项赛事共
打进20球。

自 2009 年夏天加盟以来，本泽
马已经为皇马效力了12个赛季，在
这 12 个赛季中，他有 9 个赛季进球
数超过20个。在俱乐部的历史总射
手榜上，他以 269 粒进球排在第五
位。

当日，马竞技在客场以0：0战平
赫塔菲，继续排名西甲榜首。

本报综合消息 吴曦加盟申花后，另外一位江苏
队国脚李昂的下家也终于确定。3月14日，上海海港
俱乐部官方宣布，经与江苏俱乐部、天津津门虎俱乐
部、河南嵩山龙门俱乐部友好协商以及与球员本人达
成一致，李昂、杜佳和阿布拉汗·哈力克正式加盟。

据记者了解，作为国内后卫中佼佼者的李昂此前
就被海港主帅莱科放在了球队引援的第一顺位。此次
转会，对于莱科打造理想中的球队防守大有助益。

海港后防线力量充实
李昂出生于1993年，20岁入选国青队。2014赛

季，李昂加盟江苏俱乐部，正式开启了他的中国职业
顶级联赛之旅。当赛季，他与球队一起获得足协杯
亚军，他也凭借优异表现，先后入选国奥队和国家
队，实现了国青、国奥、国足的“三级跳”。

身高1米88的李昂，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头球
出色、防守稳健，是队中主罚前场直接任意球的主要
人选。在效力江苏队的7个赛季里，作为一名后卫
球员，李昂为球队贡献了17粒进球，是名副其实的

“带刀侍卫”。
对于李昂的加盟，海港官方这样写道，“希望他

的到来能够进一步增强海港的后防线力量。”
据记者了解，作为上赛季江苏队历史上首次夺

取中超联赛冠军的主力中卫，李昂这段时间受到了
很多俱乐部的关注，海港就是其中之一。

此前，石柯以自由身转会泰山，海港新帅莱科经
常打三中卫，因此虽然签下了同胞中卫迈斯特罗维
奇，海港也需要在中卫位置上做更多的储备。就像
崔康熙把吴曦放在引援第一顺位一样，莱科也把李
昂放在了球队引援第一顺位。有了主教练的肯定，
这桩转会操作起来就不会太困难了——海港用符合
足协规定的费用，完成了后防线的补强。

三中卫体系中，目前正牌中卫出身的球员有李
昂、贺惯、魏震、于睿和迈斯特罗维奇，而包括于海、
王燊超和傅欢也都在过去几个赛季中经常被安排打
三中卫中的一个位置，再加上最好的本土门将颜骏
凌，可以说，上港后防线的整体实力，在整个中超联
赛中都排名靠前。

上港签下的另外两名球员中，29岁的杜佳将在
新赛季和陈威竞争第二门将，这样上港在门将位置
上的配备还是比较令人放心。而刚满20周岁的阿
布拉汗·哈力克是中场球员，他显然是球队加强未来
储备的一个选择。

锋线还需要继续补强
截止到目前，海港用相对不大的代价引进了几

名主要球员，对现有阵容进行了升级。
从2015年单独运营俱乐部以来，外界提到球队

的第一印象就是前场美如画，后场“颜爸爸”。而现
在，单就人员配置而言，海港的后防线已经达到了近
几年的最高峰。

相比较而言，反倒是球队锋线人员配备略显不
足，随着过去两年武磊、胡尔克和艾克森的先后离
开，海港在前锋位置上只有阿瑙托维奇、洛佩斯、吕
文君和李圣龙四人。

奥地利前锋有很大概率要参加欧洲杯，这也意
味着前前后后他可能缺席两个月左右的比赛，而洛
佩斯从去年的表现来说，还没有达到一个争冠球队
前锋的要求。

因此，留给莱科的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新赛
季四月底就要开赛，他需要在短时间内打造出一个
比较完善的攻防体系，当然在夏季的转会市场上，球
队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对阵容进行修补。

新赛季海港要靠防守赢冠军？

本报综合消息 在宣布吴曦加盟后，申花并没
有停下引援的脚步。3月14日，申花和重庆两家俱
乐部同时宣布，波兰中场阿德里安·梅尔泽耶夫斯基
租借加盟申花。“老司机”的加盟，也让申花完成了新
赛季阵容的最后一块拼图。

阿德里安曾多次入选波兰国家队，共代表国家
队出场41场、打入3球，并随队参加了2012年欧洲
杯。2018年7月，阿德里安登陆中超，先后效力于长
春亚泰、重庆当代力帆、广州城三家俱乐部，中超联
赛共计出场64场，打入15球、助攻26次。

波兰“老司机”对于整个中超和亚冠联赛有很好
的熟悉度，他的到来可以让申花中前场的组织和调
度提升一个台阶。

阿德里安

租借加盟上海申花

本报综合消息 在往英超冠军跑
步前进的道路上，曼城丝毫没有停步
的迹象。北京时间3月14日凌晨，曼
城在客场以3：0完胜富勒姆，在积分
榜上的领先优势已经来到了 17 分之
多。与此同时，阿圭罗也打破了 417
天的英超进球荒。

由于曼城最近赛程相当密集，
下周还有欧冠联赛以及足总杯赛
事，因此与富勒姆的比赛瓜迪奥拉
对球队阵容进行了大幅度轮换。阿
圭罗和热苏斯罕见地双双首发出
场，其中阿圭罗是自上个月月底和
西汉姆联的比赛后，再一次进入首
发阵容，此外，本场比赛阿圭罗还戴
上了队长袖标。

比赛进行到第 59 分钟，费兰·托
雷斯被阿达拉比奥尤放倒，裁判吹罚
点球，阿圭罗点射破门。凭借这粒进
球，阿圭罗打破了自己在英超 13 场
（641分钟）进球荒，近25次射门首次
收获进球。阿根廷人上一次在英超
进球还是去年 1 月 22 日和谢菲尔德
联的比赛，距今已有417天。

赛后，阿圭罗感谢了球迷一路以
来对他的支持，“感谢你们在艰难的
一年里发来这么多支持我的信息，我
将继续为俱乐部奉献一切。”

依靠着这场胜利，曼城也迎来了
联赛客场八连胜，在积分榜上领先少
赛两场的曼联17分，英超冠军奖杯已
在前方招手。

阿圭罗破进球荒 曼城继续领跑继续领跑

新华社上海3月14日电 中赫集团董事长、北京
中赫国安俱乐部董事长周金辉14日飞赴上海，探望
了正在此间进行冬训备战的国安一线队、预备队和
U19梯队，并表示国安今年的目标仍是联赛冠军。

在球队结束上午的训练后，周金辉来到场边与
一线队全部球员、教练组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交
流，“从去年开始，联赛各俱乐部都遇到了不同困难，
甚至有些球队出现了问题，我们作为同行感到非常
可惜，相信你们肯定也有同样的心情”。

周金辉说：“作为运动员，作为这个行业的参与
者，我们每个人都不要抱怨。尤其我们队国家队成
员比较多，大家更应该充满正能量，积极地去参与。
职业足球不是自娱自乐的体育项目，每个人都有责
任和义务去发挥作用，大家共同努力才可以让（足
球）环境变得更好。”

对于比利奇带领的新教练团队，周金辉说：“新
教练团队对球队正在逐渐熟悉，信任和默契是球队
取得好成绩的基础。我希望在联赛开赛前，球队能
够达到更高的默契程度。今年的目标依然是赢得联
赛冠军，从现在开始就要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他还认为，冲击联赛冠军，除了需要团队的默契
与相互信任外，做好训练工作十分重要。“今年的联
赛和亚冠比赛肯定还会很不容易，去年大家都已经
体会过了。但不管怎样，高质量的训练是取得好成
绩的重要基础。一定要抓好训练，做好备战工作。
我们俱乐部还有很多国家队球员，今年还有国家队
训练比赛任务，要保证（完成）好国家队任务。”

本泽马补时绝杀，皇马逆转埃尔切
3月16日 04:00 巴萨VS韦斯卡

周金辉周金辉：：

国安的目标仍是联赛冠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3月14日凌晨进行的
西乙第29轮较量中，西班牙人在客场以2：2战平米
兰德斯，遭遇三连平，目前落后少赛一场的马略卡5
分。此役武磊在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才获得上场
机会，而在比赛结束前，武磊还与对方球员发生了冲
突。

当时武磊在对方禁区前
被撞倒，米兰德斯的一位球
员走过来对坐在地上的武磊
表示不满，而武磊起身后也
不甘示弱，双方相互推搡，并
且都大声斥责对方。武磊的
情绪十分激动，米兰德斯其
他球员的劝说以及裁判的涉
入都没让他平静下来，这在
他来到西班牙后十分罕见。

不过，主裁判随后就吹
响了终场哨，没有对双方球
员进行处罚。值得一提的
是，在武磊与对手争吵的过
程中，并没有西班牙人球员
为武磊提供帮助。

赛后《阿斯报》对武磊本
场比赛的表现进行了点评：

“武磊没有进入比赛，和最近
几场比赛一样。近期他基本
没怎么踢球。”总而言之，武
磊目前在西班牙人的处境比
较尴尬，出场时间太少，很难
令人满意。这一次情绪宣泄
后，期待武磊能够找到最好
的自己。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3 月
14 日消息，据西班牙媒体报道，阿
圭罗已经和拉波尔塔达成协议，他
将在今年夏天正式加盟巴萨。

《阿斯报》表示，阿圭罗将在今
夏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和另一名曼
城球员埃里克·加西亚一起加盟巴
萨，阿圭罗将签约到 2023 年 6 月，

目前他还没有在合同上签字的原
因是虽然拉波尔塔近期再次当选
巴萨主席，但目前巴萨的事务还是
由代主席图斯克茨负责。

同时《阿斯报》表示，即使签下
阿圭罗，巴萨仍然会继续争夺哈兰
德，签下哈兰德也是拉波尔塔计划
中重要的一部分。

西媒：阿圭罗加盟巴萨达协议

武磊与对手发生武磊与对手发生冲突

德甲战报
奥格斯堡3:1门兴
沃尔夫斯堡5:0沙尔克04
柏林联2:1科隆
美因茨1:0弗莱堡
不莱梅1:3拜仁
多特蒙德2:0柏林赫塔
勒沃库森1:2比勒菲尔德

本报综合消息 北
京时间3月14日，意甲
联赛展开第27轮的较
量，国米最终在客场以
2：1 战胜都灵，拿下意
甲联赛8连胜。

当日，帕尔马以
2：0完胜罗马。

意甲意甲：：国米豪取联赛国米豪取联赛八连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