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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罗“世界波”救主 萨米尔“造点球”漏判

1:1 武汉卓尔战平“领头羊”
15分钟内双方均取得“
闪电进球”，之后便是长达75分钟的僵持与煎熬。 昨晚，武汉卓尔坐镇主场，尽
管1:1战平“
领头羊”大连一方，但从过程来看，这也是武汉卓尔本赛季踢得最精彩也最有内容的比赛。
莫雷罗的“
世界波”没换来三分

闪电进球 莫雷罗上演
“世界波”
昨晚是中甲第21轮比赛， 冲超诸强
均铆足了劲， 要在最后10轮竞争中决出
胜负。 武汉卓尔主场迎战“领头羊”大连
一方，全队上下均表示要争取一场胜利。
然而开场仅仅4分钟，时隔15轮联赛
伤愈复出的右边后卫明天便在一次解围
中不慎送出点球。 大连一方队老将周挺
主罚命中，客队1:0先拔头筹。
有趣的是， 周挺在罚进点球后不久
便受伤下场， 而武汉卓尔在第15分钟从
周挺所镇守的左路觅得进攻良机， 莫雷
罗拿球后并未推给套边的队友， 而是斜
向带球至大禁区前，突然起脚吊射，大连
一方队门将站位靠前， 猝不及防之下皮
球吊入空门。
不得不说，昨晚本轮中甲焦点战，武
汉卓尔与大连一方的开局阶段踢得火星
四射。

漫长煎熬 补时点球遭“
漏判”？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武汉卓尔
继续“三中卫”配置，但由于对手的不同，
在上轮被青岛黄海冲得极为狼狈的防线

在本场比赛中却显得颇为轻松。 大连一
方单调的进攻只找前锋穆谢奎与博利，
而无论是张耀坤还是艾志波， 正面头球
能力都是不俗，加上李超在身后包补，大
连队想在中路打开缺口的想法很难 实
现。
当然， 武汉卓尔想敲开大连一方的
球门同样困难， 毕竟是中甲失球最少的
球队，大连队的防线尽管显得风雨飘摇，
但最终还是咬牙顶住了武汉卓尔的 攻
势。 比赛第93分钟，萨米尔带球切入大连
队禁区，疑似被侧后方补防的球员踢倒，
但遗憾的是主裁判以明确的手势示意此
球并不犯规， 这也引起不少武汉卓尔球
员的不满。
赛后，主教练陈洋表示，本场比赛武
汉卓尔完全控制了比赛的局面， 创造了
不少机会，但把握机会的能力差了一些。
“我们不会因为赢一场而骄傲，也不会因
为输一场球自卑， 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
向前进。 ”

冲超狂潮 竞争对手纷纷发力
收获1分，对于领先优势巨大的大连
一方其实无所谓， 他们依旧以48分领跑

中甲，领先第二名多达7分。 而武汉卓尔在
收获1分后积分只有33分，排名更因为上海
申鑫的胜利而被其超越，下降至第7位。
至于北京人和、石家庄永昌、深圳佳
兆业， 本轮赢球后积分为41分，40分和
39分，占据积分榜2、3、4名，输球的青岛
黄海则依旧以36分占据第5名。 从这个角
度上看， 武汉卓尔必须在接下来的比赛
继续保持昨天比赛中的劲头， 取得一波
连胜，才有可能咬住“
冲超集团”。
本报记者马万勇

记者喻志勇 摄

中甲积分榜（截至21轮）
名次 球队
胜
1 大连一方
14
2 北京人和
11
3 石家庄永昌 11
4 深圳佳兆业 11
5 青岛黄海
11
6 上海申鑫
9
武汉卓尔
9
7

平 负
6 1
8 2
7 3
6 4
3 7
7 5
6 6

积分
48
41
40
39
36
34
33

保利尼奥将转会巴萨

象甲 鄂军败走上海滩

解约条款被激活 身价4000万欧元

本报讯（记者李勇）2017年腾讯棋牌
天天象棋全国象甲联赛昨天结束第20轮
的较量，湖北武汉光谷队不敌老牌劲旅上
海队，遗憾落败。
上轮联赛，湖北队主场对阵保级的竞
争对手黑龙江队，最后一个出场的主教练
李智屏没能顶住对手的进攻， 被对手逼
平。 昨天，他未能找到状态，先手负于上海
队年轻的冠军谢靖。
柳大华、汪洋、赵子雨等三名棋手与
各自对手弈和。 值得一提的是，67岁老将
柳大华后手对阵万春林，在局面不利的情
况下，残棋阶段下得滴水不漏，双方大战
153个回合，最终握手言和，令观战棋迷大
呼精彩过瘾。
20日，湖北队将在主场迎战厦门队。

本报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巴
塞罗那俱乐部已经接近签下广州恒大的
巴西国脚保利尼奥， 西甲豪门将激活
4000万欧元的违约金。
内马尔加盟巴黎后， 给巴萨留下了
2.2亿欧元巨资。 不过巴萨在转会市场上
追求心仪者难度很大： 利物浦拒绝放库

世锦赛
4X100米接力

蒂尼奥离队， 多特蒙德则给登贝莱贴上
了1.5亿欧元的天价。 眼看西甲新赛季即
将开打，巴萨引援迟迟无法敲定，这让俱
乐部非常着急。
此前， 巴萨已经多次向广州恒大发出
报价希望签下保利尼奥， 不过始终没有达
到球员合同中4000万欧元的违约金数额。

恒大因此多次拒绝放人。 如今巴萨决定激
活保利尼奥的违约金合同，恒大只能接受。
保利尼奥今年29岁，2013年登陆英
超加盟热刺，2015年以1600万欧元加盟
恒大， 并成为球队中场绝对支柱。 据了
解， 保利尼奥昨天已经跟恒大队友进行
告别，今日就将离开广州前往西班牙。

中国男队直接闯进决赛
湖北队吴智强发挥出色

本报讯（记者余国华）最受人关注的
伦敦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4×100米，昨
天下午进行了预赛的争夺。 中国队以小
组第三直接进入决赛。
中国队分在第二组第六道， 本组还
有德国队、牙买加队。 博尔特从来不跑接
力预赛的，现在也跑了。 中国队跑第一棒
的是湖北队的吴智强， 他的爆发力和起
跑技术不错。 枪响后，吴智强在弯道上并
没有落后对手， 但是在吴智强和第二棒
谢震业交接棒时，稍有问题。 谢震业在男
子单项半决赛时，腿受了伤，因此起动比
较慢，好在交接棒还算成功，只是被拉得

比较开；好在第三棒苏炳添奋力直追，苏
炳添的弯道优势非常好， 最后交接给张
培萌时， 张培萌和博尔特以及法国队勒
马特雷处在前三的第一集团。 冲刺开始，
博尔特一路轻松领先， 帮助牙买加队以
37秒95排名第一，中国队以38秒20列小
组第三，顺利进入决赛。
吴智强虽从2013莫斯科世界锦标赛
就是中国男子接力队的替补队员， 但是
在比赛中正式上场，昨天还是第一次。 吴
智强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比赛开始前，他
大吼了一声：“中国”。 虽然也紧张，最终
还是发挥了自己的水平。

曼联将重签伊布

中国队晋级，第一棒吴智强立“
首功”
稍早， 中国女子接力队也参加了比
赛。 可惜第二棒第三棒交接时，出现了失
误，未能进入决赛。

英超揭幕战 枪手绝杀狐狸城
据新华社电 2017-2018英超刚开
打就上演高潮——
—揭幕战中，“枪手”阿
森纳队与“狐狸城”莱斯特城队上演进球
大战， 最终由替补出场的吉鲁在终场前
上演绝杀，以4比3赢得开门红。 这也是阿
森纳队在最近8个赛季以来第二次在英
超联赛首轮比赛中取胜。
比赛还剩7分钟的时候，阿森纳队还

以2比3落后。 关键时刻，拉姆塞攻入了扳
平比分的一球，第85分钟吉鲁头槌破门，
为阿森纳队锁定胜局。
温格赛后说：“我们一直在努力，球
队的斗志非常出色。 客观而言，新赛季的
第一场球是一场高质量的对决。 你们希
望英超联赛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联赛，那
么我想我们应该创造这样的比赛来提升

比赛质量和球迷的兴趣。 ”
不过， 阿森纳队的防线依然难以令
人满意。 开场后94秒，拉卡泽特为阿森纳
队首开记录， 但是冈崎慎司和瓦尔迪连
入两球，帮助莱斯特城队以2比1反超。 虽
然维尔贝克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将比分扳
平，但是瓦尔迪在56分钟再入一球，莱斯
特城队再度领先。

本报讯 曼联主教练穆里尼奥昨日确
认，俱乐部正准备重新签下瑞典前锋伊布。
35岁的伊布上赛季为曼联出场46次
打进28球，是队内头号射手。但是由于4月
份遭遇重伤，直接导致伊布赛季报销。 而
他和曼联的合同也在赛季末到期。 最近几
周伊布一直在曼联的训练基地进行康复，
同时与曼联就签约问题进行谈判。 如果伊
布能够恢复状态，他的归来将对曼联争夺
新赛季冠军大有好处。

内马尔本轮有望首秀
本报讯 昨晚，法国足协对外确认，已
经收到了巴塞罗那开具的有关内马尔的
转会文件，这意味着世界上身价最高的球
员终于可以正式代表巴黎圣日耳曼出战。
下周一凌晨，内马尔有望迎来自己在法甲
的首秀，对手是实力不俗的甘冈队。 此前，
巴萨方面以未收到2.22亿欧元转会费为
由拒绝开出转会证明。 这导致内马尔缺席
了法甲的首轮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