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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武磊在西甲第23轮联赛的第34
分钟替补登场，完成了加盟西班牙人队的主
场首秀，并且为球队制造了一个点球，成为
球队绝杀对手的功臣。赛后球队主帅称赞
武磊：“他跑位灵活，是一名优秀的球员。”

一周前，在和球队合练仅 2天
后，武磊就完成了加盟西甲后的首
次登场，不过那场比赛是在客场，
而且他只上场了不到 15分钟。昨
日西班牙人队迎来主场比赛，武磊
终于站在了科尔内亚�埃普拉特球
场中。这次他的上场时间近 60分
钟。第 34分钟队友皮亚蒂因伤被
担架抬出，武磊替补出场，这时西
班牙人队以 0比 1落后。刚刚出场
的武磊在禁区左侧胸部停球后，在
阿卜杜拉耶�巴防守干扰下摔倒，
但主裁判没有判点球，但这没有影
响武磊想要进球的决心。上半场

进入补时后，队友罗萨莱斯直传，
武磊小禁区右侧边缘得球后打门，
但被判越位在先。下半场第 72分
钟，武磊带球从贝拉克斯和阿卜杜
拉耶�巴之间切入，在禁区内被贝
拉克斯铲倒，但主裁判仍未予判
罚，这引来主队和球迷的不满，主
裁普列托到场边观看了回放后才
改判为点球，结果博尔哈主罚命
中，西班牙人队将比分扳成 1比
1。第 95分钟西班牙人队由达德
尔进球完成绝杀，凭借着主场的胜
利，西班牙人队的积分高出降级区
5分。

这次上场表现更好

武磊加盟西班牙人队后，他两
场比赛登场时球队都处于落后，而
在他登场后，球队都有了两个进球，
昨日又在保级大战中拿到 3分，说
起武磊的作用，主帅鲁比不吝赞扬
之词：“武磊人很灵活，比赛态度也
非常好，这就是我派他出场的原因，
他踢得非常好，现在我已知道武磊
能够为这支球队带来哪些东西。”鲁
比说。

对比一下上一场比赛后对武磊
的点评，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在新
球队的变化。上一场客战结束后，
鲁比评价武磊时表示：“我没有要求
武磊上场后就能改变比赛局势，我
只是想看看他的潜力，他能对球队
做出什么贡献。通过比赛我们看
到，武磊自信心很强，他渴望能为球
队做出贡献。”在任何联赛中，实力
和能力才是真正的敲门砖，从加盟

前武磊的能力被怀疑，到如今他被
主帅再次肯定，可以看出武磊的能
力得到了认可。昨日比赛中贡献了
绝杀的达德尔赛后谈到武磊时说：

“当签下武磊时，我们还认为他可能
需要一些时间适应，但出人意料的
是，他以如此快的速度适应了西甲，
并已开始为球队做出了贡献，这真
的很棒。”

西班牙媒体也很看好武磊，《每
日体育报》在对本场比赛的评分中，
武磊获得最高的 8分，和完成绝杀
的达德尔并列。《每日体育报》对武
磊的评价是：“他的上场很好地限制
了对手，为本队掀起了进攻风暴，并
制造了扳平比分的点球。”《世界体
育报》对武磊的评价是：“他在主场
首秀中发挥出色，表现积极，虽然多
次与进球擦肩而过，但仍制造了一个
点球。”⑥6 （李 立）

再次受到主帅表扬

制造一个点球 帮助球队绝杀对手

武磊西甲主场秀得漂亮

据新华社电 在昨
日进行的 2019年四大洲
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滑
比 赛 中,中 国 组 合 隋 文
静/韩聪在自由滑中更胜
一筹,以0.06分的优势力
压加拿大名将穆尔-托尔
斯/马里纳罗夺冠。另一
对中国组合彭程/金杨以
205.42分获得第三名。

本项赛事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阿纳海姆进行。
在之前进行的短节目比拼
中,隋文静/韩聪排在第
二,位居穆尔-托尔斯/马
里纳罗之后,但分差不到
0.5分。在当日进行的自
由滑比赛中,两对组合依
然难分伯仲,也都出现一
些小瑕疵,最终隋文静/韩
聪以 136.92分拿到自由
滑 第 一 名,并 以 总 成 绩
211.11分获得金牌。穆
尔-托尔斯/马里纳罗则以
211.05分获得银牌。

由于女伴隋文静在
去年平昌冬奥会后确诊
为右脚疲劳性骨折,被粉

丝们称作“葱桶组合”的
这对世锦赛冠军、冬奥
会银牌组合远离赛场 10
个月之久,在今年 1月才
开始尝试复出。这个冠
军是对隋文静/韩聪半年

来努力恢复的肯定,更
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在
3月即将到来的花滑世
锦赛上,隋文静/韩聪也
将 是 冠 军 的 有 力 争 夺
者。⑥6

世界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

隋文静/韩聪逆转夺冠

据新华社电 美职
篮当地时间 9日，保罗�
乔治砍下 45分,带领雷
霆在一度落后 26分的情
况下实现大逆转,客场以
117比112力克火箭。快
船8人得分上双,实现28
分 大 逆 转,客 场 123比
112战胜凯尔特人。

雷霆与火箭首节打
得十分胶着,火箭以 28
比 25领先。次节,火箭
火力全开,频频命中,一

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 26
分。半场结束,火箭以70
比48领先22分。易边后
火箭陷入得分荒。三节
结束,雷霆将比分追至90
平。末节,双方比分交替
上升,直到最后时刻,威
斯布鲁克立功帮助雷霆
拿下比赛。

此役,雷霆的乔治还
有 11个篮板入账,威斯
布鲁克拿下21分12个篮
板 11次助攻,连续第九

场拿到“三双”。火箭方
面,哈登砍下 42分,保罗
得到18分和10个篮板。

凯尔特人首节以 43
比 20领先,但第二节球
星欧文因伤离场,这使该
队实力大打折扣,快船不
断追分。第三节,快船单
节打出 28比 12,将比分
迫近至81比86。最后一
节,快船很快将比分追平
并逐渐控制场上局面,最
终上演大逆转。⑥6

雷霆快船上演大逆转

隋文静（左）/韩聪在颁奖仪式上

武磊（右）

蓝鹰婚姻服务事务所
解决夫妻矛盾，处理情

感危机。www.lanmingqi.cn
电 话 ： 13903778014
63107305

招 聘
诚招筑路机械销售人才

数名，有机电及营销专长者优
先。大专以上，男性，能长期
出差，待遇面议。另招电工、
车工、焊工、钳工、喷漆工、机
修工、数控车工数名。

电话：13503901886

旺铺转让
经纬国际旁一加盟连

锁品牌小吃店，客源稳定，
生意兴隆，月营业额3万～5
万，因家中有事，旺季忍痛
转让。含八个月房租 13.6
万，非诚勿扰。

电话：13303776857

招 聘
筑路机械公司，诚聘多

名熟练焊工、铆工、钳工、质检
员。有工作经验待遇从优。
地址：宛城区溧河新能源工业
区 电话：18211808836

拨打114找开锁黄工

黄工开锁换锁
换好门不如换好锁，锁好，才

能防盗。公安特批01号、市开锁
协会会长，上门更换高档C级防盗
门锁芯。修保险柜、遥控门、汽车
锁，配各种钥匙。安装不锈钢玻璃
门锁。可刷公务卡消费，有正规发
票。安装智能指纹防盗门锁。

电 话 ：63361110 66666665
13837769640微信：13525177622

五香驴肉
售纯正五香驴肉，驴皮

阿 胶 膏 。 电 话 ：
18537363909 13213762535
地址：药都张仲景石像南100
米路东

养老高端公寓
一对一全方位服务失

智、失能、高龄老人，专车接
送，试住免费。

电话：15236022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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