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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翔报道 3月 7日，
中国足协正式公布对上海申花队两名
球员的罚单，其中柏佳骏被禁赛 5场、
罚款 5万元，孙世林被禁赛 4场，罚款 4
万元。

在本赛季中超联赛首轮“上海德
比”第 72 分钟，孙世林和柏佳骏几乎
同时和上海上港队外援奥斯卡发生冲
突。在防守中，柏佳骏故意肘击奥斯

卡，而在与奥斯卡一同倒地的过程中，
孙世林也不断用小动作击打奥斯卡。
当值主裁判先是出示红牌将孙世林罚
下，但在 VAR 提示下，主裁判将这张
红牌给了柏佳骏。在这张红牌之前，
申花队已经 0∶2 落后，比赛最终比分
为 0∶4。赛后，申花俱乐部分别对柏佳
骏和孙世林处以“三停”处罚，但中国
足协还是向二人开出了罚单。

中国足协公布罚单

柏佳骏禁赛5场 孙世林禁赛4场

勒布朗·詹姆斯和迈克尔·乔丹谁
更出色？这是一个球迷们很感兴趣的
问题。虽然无法与乔丹在 NBA 的历
史地位相提并论，但詹姆斯却在北京
时间 3 月 7 日湖人队主场与掘金队的
比赛中，完成了对前辈的一次超越。

在本场比赛之前，詹姆斯在 NBA
的总得分达到 32280 分，排在历史第
五位，距离乔丹只有 12分的差距。人
们都清楚，与掘金队的比赛，将是詹姆
斯创造历史的机会。在赛前，詹姆斯
曾对外表达总得分即将超过乔丹的激
动之情。

不过，或许是由于过于紧张，詹姆
斯在第一节开始之后居然连续 4次罚
球不中。直到第二节还剩 6分 42秒的
时候，詹姆斯才得到个人本场比赛的
第 12分，追平乔丹。历史性的一刻随
即到来，一分钟后，詹姆斯接隆多的助
攻突破得分。从这一刻起，詹姆斯完

成了对乔丹的超越，排在NBA历史得
分榜的第四位。

詹姆斯在NBA的历史地位究竟如
何，舆论始终存在着争议。有目共睹的
是，自 2003 年加入 NBA 以来，詹姆斯
收获过 3枚总冠军戒指，曾连续 8年率
队杀入总决赛。在个人数据上，他目前
不仅是历史得分榜第四位，历史助攻榜
也排进了前十，这些数据在现役球员中
无出其右者。

不过，詹姆斯在历史得分榜的攀
升势头，恐怕要减缓了。在他的里程
碑之夜，湖人队却以 99∶115输给掘金
队，惨遭四连败。目前，湖人队落后西
部第八名快船队 6.5个胜场，在只剩 17
场比赛的情况下，湖人队想要抹平这
个差距希望十分渺茫。看来，詹姆斯
想要摆脱“抱团”的恶评，实现独自带
领湖人队崛起的壮举，只能等到下赛
季了。

得分超乔丹却与季后赛渐行渐远

詹姆斯尚未摆脱“抱团”恶评
本报记者 李 翔

欧陆烽火

隔岸观火NBA

往往一个似曾相识的瞬间，就
能让人重新找回记忆！索尔斯克亚
身上总是自带奇迹光环，20 年前他
在欧冠决赛中替补上场，补时阶段
绝杀拜仁慕尼黑队，让世界足坛震
惊。如今，他作为代理主教练率领
曼联队又完成一次前无古人的逆
转，北京时间３月７日，欧冠联赛16
强战次回合，曼联队客场３∶１力克
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０∶２落后
的情况下客场翻盘，这在欧冠联赛
中还是第一次。

赛后，昔日曼联名将内维尔亲
自采访索尔斯克亚，两人过去并肩
作战多年，内维尔一上来就是三连
问：你想要几年合同？年薪想要
多少？你想在哪里建雕像？所有
一切都表明，当年的超级替补，之
前临危受命的代理主教练，已经
毫无争议地成为曼联队主帅的唯
一人选。

曼联队如何阵容不整、如何奋
力拼搏已经不用多说。开场2分钟，
巴黎队后卫克雷尔回传失误，卢卡
库得球过掉布冯小角度破门，1∶0。
随后姆巴佩助攻贝尔纳特扳平比
分，但是第 30 分钟，布冯的意外脱
手，成就了卢卡库的梅开二度！关
键时刻，达洛特的抽射，为曼联队迎
来全场第一个角球。然而就在曼联
队球员准备主罚角球时，喜从天降，
经视频裁判提醒、主裁判确认，射门
是打在后卫手肘上弹出底线，点
球！拉什福德第一次为曼联队主罚
点球，一击致命！

更有意思的是曼联队的晋级方
式，双方两回合比赛进球都是３个，
曼联队赢就赢在客场进球多。而前

段时间，欧足联还计划在未来的欧
冠联赛中取消“客场进球优势”，但
如果真的取消了，还会有这样荡气
回肠的比赛出现吗？

欧冠两回合淘汰赛的客场进
球规则始于 1965 年，那时候交通还
相对不便，去趟客场确实舟车劳
顿，主队以逸待劳也真占了不少便
宜。时至今日，球队主客场比赛的
差别早已大大缩小，客场进球的优
势，有时候看起来确实有点不太公
平。但客场进球优势，毫无疑问是
两回合比赛里极富悬念的规则，也
是至今诞生数次经典比赛场面的
催生剂。距离我们很近的一次欧
冠 淘 汰 赛 经 典 大 逆 转 ，出 现 在
2016—2017 赛季的欧冠 1/8 决赛，

被逆转的也是大巴黎。
巴萨先在首回合客场0∶4告负，

次回合在主场奋力反击，经历了3∶0
领先时的希望，也经历了巴黎圣日
耳曼队攻入客场进球、比分3∶1的绝
望，再到完成又进3球的看似不可能
的大逆转，整个过程跌宕起伏，令人
大呼过瘾。还有就是上赛季罗马客
场1∶4落后巴萨，主场3∶0晋级的故
事；2016—2017 赛季姆巴佩领衔的
摩洛哥也是客场 3∶5，主场 3∶1淘汰
曼城，都要感谢客场进球优势这一
规则。

试 想 ，如 果 取 消 客 场 进 球 优
势，来到客场的球队首先都会立足
于防守，于是会产生更多的加时赛
和点球大战，谁还愿意在客场全力

进攻？那样欧冠淘汰赛的精彩程
度会大大降低。

所以，昨日重现，这次还真要感
谢客场进球，还记得曼联当年逆转
拜仁后弗格森说的话吗？那是一句
经典语录：“足球，该死的足球。”和
弗格森的咏叹相比，索尔斯克亚似
乎更加内敛，“逆转深深烙印在曼联
的基因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
是曼联。这是一个典型的曼联之
夜。”赛后，索尔斯克亚淡定地表示。

同样是逆转，有一点和 20 年
前是不一样的，这次曼联队用了整
整一场比赛的时间，而 20 年前的
欧冠决赛是一战定输赢，索尔斯克
亚为曼联队带来夺冠狂喜，只用了
3 分钟。

曼联奇迹20年一回 这次感谢客场进球
本报记者 黄 岩

阿尔加夫杯三战三负，备战世界
杯赛的中国女足感受到了差距。这3
场比赛，中国女足遇到的 3 个对手挪
威、丹麦、荷兰，实力都不弱，且不说除
丹麦之外的两支球队排名都比中国女
足要高，更重要的是这 3 支球队都是
以身体素质好、拼抢能力强见长，和这
样拼身体的球队过招，中国女足还是
一如既往吃亏。

这次阿尔加夫杯，主教练贾秀全
本着锻炼新人的原则，让更多的年轻
球员上场，直观感受与强队的差距，这
样一来，成绩肯定受影响。“中国女足
有自己的特点，但在世界范围内还不
是一支强队，与真正的女足强队比起
来，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贾
秀全强调，中国女足一定要正视自己
的位置，对自身实力要有客观和理性
的定位。

总的来看，阿尔加夫杯隔天一
战的比赛频率对中国女足体能消耗

确实有点大，而中国女足现在的战
术又是持续高位逼抢，即便是体能
和跑动能力最为出色的王珊珊和古
雅沙，也无力支撑连续 3 场比赛，以
至于失误频频。此外，把握机会能
力过差，是中国女足在亚运会决赛
中就暴露出来的问题，目前看改进
不大。在比赛中，中国女足还一度
错失打空门的机会。也许是中国女
足在与挪威队和丹麦队的比赛中耗
费了大量精力和体能，在与状态不
佳的荷兰队比赛中，中国女足屡屡
错失致命一击。

贾秀全表示，队员只展现出训练
中一半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在世
界杯赛的分组中，中国女足的同组对
手就包括德国、西班牙两支欧洲球队，
如何正视差距，尽快提升自己的能力，
找到获胜的关键，如何衔接不同年龄
段球员让阵容配备得更好，无疑是中
国女足接下来的任务。

阿杯三战皆负

中国女足还是拼不过欧洲球队
本报记者 黄 岩

谁能想到，除了双外援，辽宁
男篮得分最高的球员会是卫猛。
在7日与青岛队的比赛中，卫猛不
仅得到赛季最长的27分钟出场时
间，而且10投6中砍下13分，抢到
7 个篮板。在辽宁男篮遭到连败
的这个夜晚，卫猛是为数不多的亮
点之一。

自从加盟辽篮以来，尽管卫猛
非常努力地想证明自己，但他始终
未能赢得教练组信任。本赛季，卫
猛场均出场时间只有7分钟，属于
替补席最末端的球员。在赵继伟
回归之后，他甚至被移出了 12 人
大名单。如果不是韩德君意外受
伤，卫猛这个赛季恐怕就要这样结
束了。但在韩德君无法出场的情
况下，身高2.09米的卫猛地位骤然
凸显——他不仅是辽宁男篮目前
的第一高度，而且也是仅有的具备
五号位技术特点的球员。别说是
在常规赛最后 4 场，就是在季后
赛，辽篮的轮换阵容恐怕也要有他

的一席之地。
本场比赛，卫猛让人看到了他

的进步，这不仅体现在数据上。在
进攻端，卫猛比以往表现得更加自
信，尤其是上半时体能充沛的时
候，半截篮命中率相当可观。而在
防守端，卫猛也使出了全部力气来
拼抢篮板球，一次次和对方的内线
球员进行肉搏。即便是被裁判吹
罚犯规，卫猛也会微笑着坦然接
受，体现出了良好的心态。

卫猛个人能力有限，无法像韩
德君一样扮演内线“攻城锤”的角
色，而且他和队友进行挡拆配合时
欠缺默契，跑位也需要练习。但卫
猛中投比较稳定，有着不错的终结
能力，如果能更好地融入辽篮的战
术体系，他完全可以在轮换阵容中
贡献更大的力量。事实上，这也不
是他一个人的事，如果想最大限度
地弥补韩德君缺阵的损失，除了卫
猛之外，巴斯、李晓旭、钟诚都需要
更加努力才行。

砍下个人赛季最高分 卫猛让人看到希望
本报记者 李 翔

▲李 申 导 游 资 格 证 丢

失 ，证 号 ：LN99Z0089，

声明作废。

▲ 徐 志 宏 警 官 证

2101554 号 丢 失 ，声 明

作废。

▲凌 全 义 将 营 口 市 西

市区 0056449 号收款收

据丢失，声明作废。

▲凌 全 义 将 营 口 市 西

市区 0112641 号收款收

据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我部拟对营房及部分给排水、供暖设施

进行改造。建设地点：①沈阳市皇姑区北陵

大街49号，工程概算140万元；②鞍山市千山

区汤岗子镇，工程概算 278万元。要求：施工

单位具备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含）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有国家注册一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三年内拥有 3 项（含）以上

的类似项目业绩。凡有意者，请于 2019 年 3

月12日前与招标人联系。

联系人及电话：李庆 024-28873251

13889397166

传真电话：024-28871832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9号

辽宁省军区保障局

封路通告
国道京沈线（G101）凌源至建平哈

海沟铁路通道桥（K415+268）出现险情，

自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10月1日，

京沈线 K413+600 至 K421+400 区间路

段交通封闭，请过往车辆绕行旧京沈线

牛河梁段。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凌源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19年3月7日

招标公告
项目全称：32296 部队抗震节能改造及装

备库房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监理项目；
项目地点：辽宁省沈阳市；
招标规模：抗震节能改造6栋营房6266平

方米、新建钢结构装备库房2栋10154平方米配
套用房521平方米及道路等附属设施工程勘察
设计、监理；

合同估价：一标段勘察设计50万元，二标
段监理54万元。

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3月12日17时。
详细情况请登录军队采购网http://www.

plap.cn查询。
联系人：孙助理 电话：18525165391

田助理 电话：18525165701
招标办：刘助理 电话：0419-3933389

中国人民解放军32296部队营建办公室
2019年3月4日

3月6日，在英国伯明翰进行的2019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男双首轮比赛中，中
国组合刘成/张楠以 2∶1 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吉迪恩/苏卡穆约，晋级第二轮。
这是中国组合刘成/张楠（前）在比赛中。

全英公开赛 刘成/张楠晋级

3月6日，中国队球员王霜（中）在比赛中带球突破。

韩德君缺阵给辽宁男篮带来
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发酵，3 月 7
日，在常规赛第 44 轮客场与青岛队
的比赛中，尽管辽宁男篮努力拼
争，但因为始终无法解决内线攻防
问题，最终 101∶117 客场告负，在本
赛季首次遭遇连败的同时，也彻底
退出了常规赛冠军的争夺。

本场比赛辽篮的首发阵容与上
一轮对阵吉林队时完全一样，主场
作战的青岛队进入比赛状态较快，
但辽篮稳住阵脚后开始追分，首节
以23∶21领先。第二节比赛，比分犬
牙交错，两队战得难解难分，不过凭

借后半段的连续得分，青岛队半场
以52∶50领先。

第三节成为本场比赛的转折
点，在一度领先 5分的情况下，辽篮
在最后 4分钟被对手打出一波 12∶0
的小高潮，局势开始恶化。第四节，
辽宁男篮尽管再次祭出全场紧逼，
并一度收到不错的效果，但在青岛
队进行针对性布置之后，内线实力
上的巨大差距最终还是导致辽篮以
16分的分差输掉了比赛。

本场比赛，辽篮打得不可谓不
努力，在内线完全被对手压制的情
况下，篮板球只是 41∶47 输了 6 个。

通过积极的拼抢，辽篮全场比赛有
12 次抢断，而且绝大多数都转化成
了直接得分。但是，在加快节奏的
同时，辽篮自身也出现了 11 次失
误。尤其是在同时缺少郭艾伦和韩
德君的情况下，辽宁男篮在第四节
难以找到追分的突破口，只能不断
在外线强行出手。但辽篮此役手感
实在欠佳，三分球34投只有7中，在
前场篮板无法保证的情况下，这样
的命中率是致命的。

相反，青岛队的战术思想非常
明确，就是利用大外援约翰逊的身
高优势，把辽篮韩德君缺席之后内

线的弱点无限放大。本赛季，约翰
逊的场均出场时间为 34 分钟，而此
役他却打了45分钟，尤其是第四节，
小外援吉布森在板凳上一直坐了12
分钟，这在CBA是非常罕见的。

青岛队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明
显，约翰逊砍下了 33 分、18 个篮板
的大号两双，让辽篮体会到了内线
失控的苦涩。

更让人担忧的是，本场比赛青
岛队的战术很有可能会引起联盟其
他球队效仿。在今后的比赛中，一
旦面对拥有强力内线的球队，辽宁
男篮势必会遇到大麻烦。

内线失控
辽篮本赛季首遭连败

本报记者 李 翔

3月7日，在2018-2019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常规赛
第44轮比赛中，辽宁本钢队客场不敌青岛国信双星队。这是辽宁本钢
队主教练郭士强（右）在指导队员。

3月6日，曼联队球员拉什福德（左二）在比赛中罚中点球。 本版照片由新华社提供

常规赛第44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