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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艳！武磊创造点球助球队逆转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西甲第 23 轮西班牙人主场对阵巴列卡诺。南
京籍球星武磊再次吸引中国球迷的关注。替补出场的武磊在下半时渐
入佳境，成功制造点球，帮助球队扳平比分。最终，西班牙人 2：1 完成绝
杀，逆转对手！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张昊

主场首秀！武磊造点助力球队
上一轮对阵比利亚雷亚尔，武磊在
第 78 分钟替补出场，完成了他个人的西
甲首秀。本场比赛，是武磊加盟西班牙
人队后的第一个主场比赛，
第 31 分钟，西班牙人前锋皮亚蒂在
拼抢过程中遭受重伤，无法坚持比赛被
担架抬出场外，武磊受命在场边紧急热
身。就在西班牙人暂时以 10 打 11 的时
候，巴列卡诺取得进球，1 比 0 领先，随后
武磊替补出场换下皮亚蒂。
上场后的武磊表现出了强烈的进攻
欲望，多次用身体与对方肉搏，并且两次
在禁区内抢点被撞倒，但裁判都无动于
衷。随后，武磊还获得了两次得分良机，
一次单刀打偏，一次接队友秒传后射门
擦柱而出。不过，他的高光时刻在第 69
分钟还是来到了，当时，武磊在禁区左侧
带球内切，晃过两名防守队员后面对门
将，被后卫在身后踢倒。主裁判第一时
间没有任何表示，武磊又气又急，躺倒在
草坪上。而这一判罚也引起西班牙人球
员和球迷的不满，随后经过 VAR 核实之
后，主裁判判罚了点球，伊格莱西亚斯将
武磊创造的点球罚入球门，
1：
1。
随后的比赛，西班牙人完成逆转，第
85 分钟，西班牙人队达德尔打入一球，
不过经 VAR 判定后裁判示意无效；伤停
补时阶段，又是达德尔，用一记非常漂亮
的凌空打门绝杀对手，最终西班牙人 2
比 1 战胜巴列卡诺，球队拿到了保级路
上宝贵的
“3 分”
！

多了一个熬夜看球的理由

武磊。vcg 供图

本场比赛由于是在
北京时间凌晨 1：30 开
打，不少关注武磊，关注
西班牙人队的球迷只能
选择熬夜看球。作为曾
经征战过西甲的球员，
国脚张呈栋也发微博
称：好久没有大夜里看
过球了！是该支持巴列
卡诺呢？还是西班牙人
呢？武磊加油！张呈栋

曾在 2015 年短暂效力过巴列卡诺，这也
让他成为了中国首位登陆西甲的球员。
武磊在比赛中的高光表现也不负诸
位熬夜球迷的期待，由于队中大将皮亚
蒂重伤，之后的比赛武磊有望获得更多
出场时间，甚至可能得到首发位置！这
也让众多球迷多了一个熬夜看球的理
由，用行动和热爱支持武磊！根据赛程，
西班牙人下一场比赛将在 2 月 17 日进
行，
对手是瓦伦西亚。
在比赛现场，我们也在观众席上看
到了不少中国球迷，他们有的挥舞国旗，
有的穿上了熊猫的卡通服装庆祝。而在
现场的广告牌上，西班牙人俱乐部打出
了祝全世界华人新年快乐的字样，向中
国球迷示好！随着武磊的表现越来越
好，西班牙人俱乐部将收获全世界最多
的球迷人数，赚得
“盆满钵满”
！

主帅队友:他照亮了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主帅鲁比在赛后新闻发布
会上提到了武磊，他认为武磊很优秀，精
神力也很强大，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出
现在场上的原因。
鲁比说：
“ 武磊很灵活，态度也非常
好，人也很正直。这就是他出现在场上
的原因，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名优
秀的球员，他也展现了球队的精神面貌，
他踢得非常好。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武磊
能够为这支球队带来哪些东西。”
本场比赛奉献绝杀的达德尔赛后也
谈到了武磊，他对武磊有如此出色的表
现是有些意外的，他说：
“ 当我们签下武
磊时，我们想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
应。毕竟他从一个联赛到了另外一个完
全不同的联赛。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以
最快的速度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并开始
为球队做出贡献，
这很棒。
”
而西班牙当地媒体也给了武磊很高
的赞誉，
《每日体育报》给他打出了全场
最高分，而《世界体育报》也以“武磊照亮
西班牙人”为题撰写文章，称赞武磊在本
场比赛的出色表现。除了撰写文章之
外，该媒体还为武磊制作了一个精彩表
现集锦，来向西班牙球迷介绍这位来自
中国的小伙子。

遭遇误判+伤兵满营

张帅曝中国队战
“联杯”幕后辛酸
在当地时间 2 月 9 日结束的网球
联合会杯世界亚大组一组升组赛中，
中国女队 1 比 2 不敌主场作战的哈萨
克 斯 坦 队 ，无 缘 入 围 世 界 二 组 附 加
赛。赛后，中国队的排兵布阵以及球
员的临场发挥一度招致球迷质疑。队
中主将张帅当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多
篇长文回应球迷，同时也提及在比赛
中中国队遭受多次不公正待遇。
张帅自曝在对阵普汀塞娃的单打
比赛中，遭遇“十几次夸张误判”，其中
一次正是出现在第二盘的盘点上。张
帅的教练刘硕也因为在面对不公正判
罚时挥动水瓶而且不慎将水洒到球场
上，被主裁罚出场并处以 1000 美元罚
款。随后张帅还转发了网友截取的盘
点视频，并补充自己因为抱怨了一句
“太糟糕了、太可怕了”而被警告和罚
款。
面对哈萨克斯坦队主场的强大声
势，张帅更是坦言客场作战的中国队

面对判罚无能为力：
“我们祖国仅有的
14 人团队无奈下对一次次夸张的错
误判罚挣扎着，我们无能为力。眼看
着我们唯一可以信任的裁判昧着良心
将我们逼上绝路，我们抗议，抗议无
效，反被驱逐出场。
”
而对于中国队排兵布阵遭受的
质疑，张帅则表示队中伤兵满营，已
经“没得选择”。本次联合会杯中国
队原报名名单为彭帅、王蔷、郑赛赛、
徐一璠、张帅，而王蔷和彭帅均因伤
无法出战。于是，队伍又临时征调了
已经回家准备过年的王雅繁。据张
帅介绍，王雅繁抵达阿斯塔纳后就开
始发烧，甚至球拍也不在身边，只能
借拍出战。徐一璠在澳网后就没有
进行过有球训练，此时她还深受腰伤
困扰。单双打双线作战的郑赛赛双
脚已磨出水泡，大腿拉伤，
“ 眼睛视力
不好打室内又看不清球”。最后，张
帅希望球迷能够给予中国女网更多

张帅在比赛中。
理解和支持：
“ 谢谢理解，不再解释更
多，
我们一定会把今天失去的冠军夺回
来。
”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黄启元

里皮助手：
亚洲杯 8 强超预期
1 月 31 日在与中国足协合同到
期后，里皮团队已经返回意大利，近
日里皮助手、国足门将教练米开朗
基罗-兰普拉接受采访表示，中国国
足在亚洲杯上打进 8 强超出预期。
兰普拉说：
“中国亚洲杯打得不
错，我们的预期就是小组出线晋级
16 强。我们最后还打进了 8 强，因
为中国很久以来第一次进 8 强。”
“接下来我们不幸遇上伊朗，对
手那么强，也许我们得遗憾进错了
上半区。
（下半区卡塔尔夺冠）没错，
友谊赛我们 0:1 输给卡塔尔，但我
们有能力跟他们一战。
”
“亚洲杯我们为失误付出了代
价，对伊朗这场决定性比赛，我们最
好的后卫停赛（张琳芃）、冯潇霆带
伤出战，没中卫可用了，有点像现在
的尤文（微笑），这让我们关键时刻
出现了失误。”
“我跟里皮在中国的经历结束
了，里皮想休息一下，但他如果想继
续，
我很高兴跟他再次联手。
”欣闻

陈一冰何雯娜
再被网友
“翻旧账”
在 2 月 9 日播出的综艺节目《我
家那闺女》中，体坛名将再次成为网
友热议的对象。除了傅园慧父女一
如既往妙语连珠继续抢镜之外，友
情出镜本期节目的体操奥运冠军陈
一冰自解与何雯娜分手原因也让他
再次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榜。
在本期节目中，身为新嘉宾的
乒乓球奥运冠军郭跃邀请陈一冰以
及奥运竞走冠军王丽萍、乒乓球名
将纪宏杰到家中共进晚餐。席间，
郭跃和陈一冰聊起了其前女友、蹦
床奥运冠军何雯娜：
“听说这次何雯
娜也来参加这个节目。”陈一冰则有
些惊讶，并开玩笑说“她那期我也去
当嘉宾”。
说起这对昔日情侣，王丽萍表
示当年曾认为陈一冰和何雯娜能走
到一起，陈一冰则解释了自己与何
雯娜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
“那个时
候性格都比较强，说实话我当时性
格也属于比较强的，我俩老因为这
个吵起来。”
节目播出后第二天上午，陈一
冰的言论登上了微博热搜，当年两
人分手时爆出的疑似“劈腿”事件也
被网友再次提起。陈一冰随即在微
博上发表长文称被节目组“套路”，
称自己平时和郭跃联系甚少，此次
拍摄完全是牺牲个人活动时间的友
情帮忙，当晚他们谈及现在的生活、
创业、家庭等内容都没有在节目中
体现。席间郭跃提及何雯娜时，陈
一冰直言“当时很尴尬”，他表示自
己“知道肯定是编导特别希望郭跃
提（何雯娜）的”
。
至于沸沸扬扬的“劈腿”事件，
陈一冰则回应道：
“ 我当时没有劈
腿！！！是误会。她本人以及很多
朋友后来都知道！！！”或许是因为
不断被网友“翻旧账”，不堪其扰的
陈一冰后来又发了一条微博表示
“我希望是最后一次提及我们之前
的事情了”
。
小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