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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20岁以下(U20)女足
世界杯5日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地
区拉开帷幕，共有包括中国队在内的
16支球队参加本届赛事。

葡萄牙超级杯4日晚在阿威罗结
束，葡超联赛卫冕冠军波尔图队3:1
击败杯赛冠军阿维斯队，获得队史上
第21座超级杯冠军。

北京时间8月5日6时，国际冠军
杯在兰德欧弗展开1场较量，皇马3:1
逆转尤文图斯。

来自著名足球媒体《goal》的消
息称，尤文图斯正酝酿着博格巴的回
归，据悉，尤文愿意用皮亚尼奇外加
转会费的报价求购法国人。

8月5日消息，3×3黄金联赛西安
站决赛，No Homo队22:11击败白银
张队，获得西安站的冠军。

8月5日，2018年南京世界羽毛球
及锦标赛男单决赛：石宇奇0:2桃田
贤斗，无缘冠军。

2018年亚欧男子乒乓球全明星
对抗赛5日在江苏南通落幕，第二日
比赛中亚洲队3:2再胜欧洲队，从而
以7:3的总比分赢得本次对抗赛胜
利。 记者 郑昊 整理

鲁能虎口拔牙 幸运带回1分
王大雷多次神扑闪耀工体,山东鲁能1：1北京国安

“鲁阳杯”国际象棋
新秀赛沂源开幕

8月5日，“鲁阳杯”2018全国国际
象棋新秀赛在沂源开幕，来自全国11
个省份共49家报名单位的小棋手将
在这里进行5天对决。

新秀赛由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主
办，山东省棋类运动协会、淄博市体
育局和淄博市体育总会全程指导，沂
源县人民政府、山东齐鲁晚报棋院和
山东齐鲁棋牌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承
办，沂源县教育体育局、淄博市国际
象棋协会、沂源县国际象棋协会、沂
源开誉棋艺俱乐部协办，山东鲁阳节
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支持。

本次比赛共赛9轮，参赛者为7岁
至17岁的青少年，按年龄划分组别也
就决定了参赛者水平普遍较高，竞争
相对激烈。在比赛中，优胜者除了获
得丰厚的奖金，11岁以下男、女组冠
军选手在参加2019年世界国际象棋
青少年锦标赛时将由新秀赛组委会

承担报名费。

8月4日，中超第16轮开赛，长春亚泰主
场迎战上海申花，当比赛进入下半场77分
钟时，登巴巴同亚泰球员张力爆发冲突，
两人互相推搡，直到队友前来才将二人分
开，但是分开之后登巴巴仍未平息怒气。
长春亚泰外援伊哈洛飞速赶来，询问登巴
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听到他简单描
述了情况后，伊哈洛做出了一个极为惊讶
的动作。

究竟长春亚泰27号队员张力说了什么
如此激怒登巴巴？事后，登巴巴告诉球队工
作人员，对方球员一直念叨着“you black！
you black！”且喋喋不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
间，这才让登巴巴忍无可忍，没能抑制住心
中的怒火。“当一个陌生人来对我说这个词
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对我祖先的不敬以及对

我信仰的亵渎，这才使我倍感愤怒。”登巴巴
道出了原因。

随后，三名不同肤色的外援都上前来，
安慰和疏导尚在怒火之中的登巴巴，主教练
吴金贵也从教练席冲向了场内，用手捧着他
的脸，不断地安抚登巴巴，让他冷静下来，不
要生气。

赛后，前来观赛的上海申花高层极为关
切，他们不止一次地去鼓励和安慰登巴巴，
告诉他球队始终与他在一起，“不要难过，这
件事情俱乐部一定会帮你追究到底。”俱乐
部赛后第一时间向比赛监督汇报此事，并将
整理材料上诉中国足协。

正如主教练吴金贵所言，中超赛场上有
很多不同肤色球员，每位球员都应该尊重对
手，在这个方面不能有歧视。 综合

亚泰队员说了啥 让登巴巴火冒三丈

□记者 郑昊

当韩国主裁吹响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响
时，鲁能门神王大雷双手指天——— 1:1，尽管8
月5日没有在工人体育场全取三分，但
是能在这种情况下全身而退，谁
都应该感到满意。

而如若不是王大雷的
神勇加上对方外援巴坎
布有点背，那么鲁能绝对
不会以一场平局收场。还
好，从危险到危急，老天的眷
顾并没有让橙衣军团最后处在危难的境地。

思路都对 场面就是处于下风

“如果我们下一场的反击还是这样的话，
对阵国安将会相当困难。”“如果我们没法从
中路限制对方的话，那么场面将会很难看。”
前一句是李霄鹏在战胜申花后的感慨，后一
句是对阵国安前的预测，但看了这场球的球
迷都知道，李霄鹏的话句句说在点子上，但鲁
能却处处被动。

从塔尔德利的进球以后，比赛就已经进
入了国安时间，而尽管鲁能带着1个球的领先
优势，但对于御林军来说，他们还有85分钟的时
间。国安在比赛第10分钟的反越位射门，让王大
雷惊出一身冷汗，如若不是于大宝那脚垫射稍
稍偏出，那么工体5万名球迷，早在比赛的第10
分钟便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

又一个5分钟过去了，鲁能后腰刘军帅得
到一张黄牌，鲁能再一次收获了这样一个晴
天霹雳的消息。于是，全场比赛27脚射门，御
林军成就了王大雷的高光表现。奥古斯托在
比赛第30分钟那一脚无解的任意球，让王大
雷丝毫没有办法。

被动挨打、没有反击，纵然是边路快马刘
彬彬上场以后，这位昔日的黄金一代球员也
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联赛第二的防守和运气是真好，但联赛
第一的进攻素养也真是超强。

见招拆招 拿一分有李导的功劳

从比赛第20分钟塔尔德利的射门疑似打
在国安防守的手臂上以后，鲁能就已经失去
了对国安的压迫性。在那个时候，国安大将奥
古斯托还在“隐忍着”踢着中后卫。

施密特的大旗一挥，这位巴西国脚从中后
卫变成了前腰，而他要面对的，是已经身背一张
黄牌的刘军帅——— 能力和经验尚不及对手，更何
况有黄牌在身，这让鲁能的中场迅速成为中空
地带。

如果不是韩国主裁在比赛第30分钟时的
手下留情，刘军帅两黄变一红将会成为事实。
李霄鹏再也不敢冒险，让阵中老将崔鹏在比
赛第33分钟披挂上阵，增加中场厚度，这是全
身而退甚至全取三分的先决条件。

但这并没有减弱国安进攻的锋芒，下半场
开局5分钟内对手连续在禁区附近获得3次绝佳
机会，让王大雷再一次感到了压力。

鲁能引以为傲的边路没有了，李霄鹏用
郑铮换下了吴兴涵；张弛收获了黄牌，李导又
用刘彬彬换下了这位刚刚红牌解禁复出的励
志哥。但总体说来，鲁能在面对国安时，又一
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既视感。

感谢大雷，他让国安的27次射门只收获
了1粒进球；感谢巴坎布，他打通了王大雷的

“任督二脉”。或许我们更应该感谢李霄鹏，他
让球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从工人体育场
全身而退。

但是这场比赛，鲁能踢得实在是狼狈。

这赛季的国安值得学习

□记者 郑昊

说实话，在我的内心里，我并不非常喜
欢北京国安。这样的不喜欢，除了来自体育
独有的地域因素之外，还捎带着他们当年夺
冠的些许不公平因素。

但在上一轮他们6：3赢得比赛之后，我不得
不对这支球队重新审视起来，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支球队打破恒大独揽7年的半程冠军，这其
中肯定不仅仅是“永远争第一”这样的信念。

施密特确实厉害，他让我改变了对国安
的看法。总以为国安是一支典型的北方打法
的球队，韧性有余而脚下不足；也总以为国安

和鲁能的碰撞总会在场内出现一些所谓不和
谐的因素，譬如当年的“三个火枪手”事件等
等。

但是事实远不是这样，球场上双方并没
有擦出过分的火花。北京国安也在用27脚射
门宣示着自己本赛季的王者归来。于大宝、
巴坎布、比埃拉、奥古斯托、张稀哲，这些有
技术且极具创造力的球员差一点将鲁能打
成了筛子，而更重要的是这支联赛领头羊在
球队后防缺人的时候可以将奥古斯托“摁”
在中后卫的位置上，老老实实地干上半个小
时的脏活累活。

“求轻虐”，在上一场国安战胜华夏以

后，我们几个朋友曾经探讨过
双方的实力，对比得出了这样
的答案。我们一致认为只要鲁能
撑过比赛前70分钟，那么剩下20
分钟解决战斗易如反掌；我们同
样也达成了共识，比赛前1个多
小时的时间并不好熬。

我们看重的是鲁能的韧
性，同样忌惮的是国安的进攻。

1：1，鲁能的韧性获得了上天
的眷顾；而国安的攻击性，也赢得了

尊重——— 最起码在8月5日这个夜晚，我认为他
们配得上“赢”这个字，尽管他们没能做到。

塔尔德利闪电进球。
新华社发

2018赛季中超第16轮积分榜
名
次 队名 场

次 胜 平 负 积
分

1 北京
国安

16 9 6 1 33

2 山东
鲁能

16 9 5 2 32

3 上海
上港

15 9 3 3 30

4 广州
恒大

15 9 3 3 30

5 江苏
苏宁

16 8 4 4 28

6 上海
申花

16 6 5 5 23

7 广州
富力

16 6 4 6 22

8 天津
泰达

16 6 3 7 21

9 天津
权健

16 6 3 7 21

10 北京
人和

16 5 5 6 20

11 河北
华夏

16 4 6 6 18

12 长春
亚泰

16 5 3 8 18

13 河南
建业

16 5 3 8 18

14 重庆
斯威

16 4 3 9 15

15 大连
一方

16 3 4 9 13

16 贵州
恒丰

16 2 2 12 8

登登巴巴巴巴（（左左））对对亚亚泰泰队队员员的的言言论论很很愤愤怒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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