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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门线悬案”困扰中超意甲
许博和罗比尼奥的球到底进没进？

新华社罗马
3 月 3 1 日体育
专电 AC米
兰31日客场
以1：1被卡
塔 尼 亚 队
逼平，夺冠
步伐放缓，
同 时 给 了
尤文图斯追

赶的希望。
虽 然 马

上 要 和 巴 塞 罗
那进行欧冠四分之

一决赛的生死大战，AC
米兰在与卡塔尼亚队的比
赛中还是尽遣主力。第 35

分钟时，伊布助攻罗比尼
奥得分。下半时，米兰军团
攻势放缓。第57分钟时，斯
伯里为主队扳平比分。随
后罗比尼奥的一次单刀射
门引发争议。当时对方后
卫在门线附近把球清理了
出去。即使通过电视慢镜
头也无法确定皮球整体是
否越过门线。罗比尼奥当
时向裁判示意进球有效，
后者没有理他。

赛后在说到这个疑似
进球时，米兰主帅阿莱格
里怒不可遏，坚持认为那
个进球有效，随后大声斥
责抱怨裁判判罚不公的尤

文图斯：“他们该闭嘴了。”
他还表示，“红黑军团”由
于在周三与巴萨的比赛中
拼得太凶，体能透支，以至
于这次面对卡塔尼亚队，
下半时球员就跑不动了。4
月 3日，AC米兰将赴客场
再战巴萨。

在周六进行的另外一
场比赛中，帕尔马队主场
以 3：1 大胜拉齐奥队。前
12分钟，马里加、弗洛卡里
先后为帕尔马队破门。第
37分钟时，斯卡洛尼为拉
齐奥扳回一球。第72分钟，
弗洛卡里再进一球，锁定
胜局。

新华社广州4月1日体育
专电(记者 王浩明) 在4月
1日下午进行的一场中超联
赛第四轮比赛中，广州富力
队依靠巴西外援达维的点球
主场1：0小胜来访的杭州绿
城队，继续以净胜球的优势
领跑积分榜。

本场比赛比分看似平
淡，但过程却不乏波澜。开场
仅5分钟，富力获得左路角球
机会，刘成在前点头球摆渡
到后门柱，许博获得打空门
的机会，但球在门线附近被
守门员姜波挡出。富力球员
认为皮球已经越过门线，而
助理裁判和主裁判均无表

示，录像回放显示此球进否
在毫厘之间。继上轮绿城经
历了国安朴成的射门后，中
超另一桩“门线悬案”产生。
上半场剩余比赛双方互有攻
守，绿城两次击中主队门框，
但均与破门失之交臂。

下半场与上半场如出一
辙，高潮又是早早出现。开场
仅仅40秒，富力中场核心达
维前场抢断后一脚斜塞，准
确找到了在左路高速插上的
卢琳；上半场门线救险的姜
波此次却犯下错误，绿城门
将在小禁区右侧将卢琳铲
倒。主裁判给了点球，达维主
罚推射中路破门，打破了场

上 僵 局 。5 分 钟
后，法布里西
奥与高增祥
拼 抢 中 双
双倒地，前
者倒地后
故意踹向
对 方 ，就
在 不远处
的 裁 判 随
即 将 其 罚
下。雪上加霜
的 绿 城 再 无 办
法扳平比分。最终
富力取得主场3连胜，以
净胜球的优势力压同城对手
恒大继续领跑积分榜。

老将无球可踢
列强虎视眈眈
鲁能：不会放走任何一名老球员

鲁能愈刮愈烈的青春风暴
让中超其他列强看到了“商
机”。记者从不同渠道了解到，
在滕卡特手下迟迟踢不上球的
一些鲁能老将，已经成为了很
多俱乐部准备利用中超二次转
会笼络的对象，一位中超俱乐
部官员说：“二次转会的窗口打
开后，像王永珀、韩鹏、李微、刘
金东、吕征这些在鲁能踢不上
球的好手，到了其他一些俱乐
部都会成为绝对的主力。”

本赛季中超联赛开打后，
鲁能新帅滕卡特大刀阔斧地
对球队进行了改革，在打完的
前三场比赛中，刘彬彬、王彤、
吴兴涵、马兴煜、刘洋这些年
轻小将都受到了滕卡特的重
用，而韩鹏、刘金东、王永珀、
吕征、李微等一干老将都已经
被滕卡特边缘化。

面对鲁能这种毫无征兆的
变化，一些其他俱乐部都感到
非常诧异。“知道鲁能在换了新
教练之后，球队肯定会有所变
化，但没有想到变化会这么大。
像韩鹏和王永珀这样的球员都
踢不上比赛了，鲁能的竞争得
有多激烈啊。”在静观鲁能变化
的同时，有些俱乐部从中看到
了借机笼络人才的机会。有家

俱乐部的官员就说：“只要这
些队员愿意走，而鲁能又愿
意卖，我们非常愿意与鲁能
好好谈谈。”

4月1日晚上，当记者
就这个问题与鲁能俱乐
部常务副总经理韩公政
交流时，他毫不犹豫地
说：“二次转会，我们
不会放走任何一名
老球员，在我们俱乐
部看来，老队员是
球队一笔不可或
缺的财富。”

“这一段时
间，俱乐部已
经 和 老 队 员
交流过，我们
给大家分析
了 球 队目
前的形势
和需要，
希望老
队员都
能 支 持
主教练滕卡特的工作。”韩公政
说，为了能让老队员都安心踢
球，俱乐部会根据实际情况，对
相应的政策进行调整，“我们都
希望球队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
展。” 本报记者 胡建明

实德五球惨败创纪录
新华社南京4月1日体育

专电(记者 王恒志) 在1日
的中超第四轮比赛中，回到主
场的江苏国信舜天队将“魔鬼
主场”的传说演绎得淋漓尽
致。小将吉翔打开胜利之门，
孙可和达纳拉赫各入两球，主
队5：0横扫大连实德队，送给
对手职业联赛最惨痛一败，也
送给了即将过生日的主教练
德拉甘最佳“生日礼物”。

大连实德早已不复昔日
强队之名，上赛季就被江苏队
双杀，两场比赛江苏打进了7
个球。这场比赛前江苏队一胜
两平保持不败。比赛开始后两
队在中场拼抢得比较激烈，但
都没有寻觅到好的得分机会。
第 25分钟，江苏队两名小将
为主队先拔头筹，孙可右路底
线横敲到后点，吉翔轻松推射
破门，江苏队1：0领先。失球
后，大连队并没有全力反扑，
两队平淡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大连实德换上外
援詹姆斯，对阵容进行调整，
但随后进球的仍是主队。第
47分钟，达纳拉赫接耶夫蒂
奇传球，头球攻门被扑出，孙
可后点补射得手。第55分钟，

江苏队再度扩大比分，大连队
后防失误，孙可在弧顶处得
球，面对出击的门将挑射破
门，江苏队3：0领先。比赛已
经失去了悬念，但主队的进球
秀还未结束。第 78分钟达纳
拉赫头球攻门再得1分。第85
分钟大连实德曾获得进球良
机，但詹姆斯的单刀被邓小飞
化解。第88分钟，达纳拉赫突
入禁区被放倒，他主罚点球一
蹴而就，比分最终定格为 5：
0。这也是本赛季至今单场比
赛最大分差。江苏队两个主场
打进8球，主场已经6连胜，魔
鬼主场名不虚传。

赛后大连实德队主教练文
加达表示，这样的比赛“让人感
到羞耻”。他说：“对于本场变阵
我不想多说，输球的责任自然
要由我来承担。比赛中胜负很
正常，但球员场上没有表现出
尊严，球队输掉了自尊；这样的
输球方式我无法接受，或许如
果没有主教练会更好。”

另一场比赛，坐镇主场的
长春亚泰队凭借哥伦比亚外
援莫斯奎拉下半场抢点攻门，
以1：0击退上海申鑫队，从而
取得赛季主场“开门红”。

皇马继续跑

巴萨继续追

本报讯 3月31日的西
甲赛场仍是“皇马跑，巴萨
追”的老腔调，前者在客场以
5：1狂胜奥萨苏纳队，后者
则在主场2：0轻取毕尔巴鄂
竞技队。

皇家马德里队的进攻三
叉戟——— C罗、本泽马和伊
瓜因当天火力全开，“瓜分”
了球队的5粒进球。“银河战
舰”在联赛30轮过后已轰入
令人咋舌的100球，距离22
年前的俱乐部单赛季进球纪
录只有7球之差。

在另外几场比赛中，希
洪竞技队主场1：2不敌萨拉
戈萨队，桑坦德竞技队主场

0：1负于格拉纳达队，皇
家贝蒂斯队主场 2：0

战胜马拉加队。
新华

4月1日凌晨，英超联赛一场焦点战中，切尔西客场4：2力克阿斯顿维拉，托雷斯大
放异彩。在另一场比赛中，曼城主场3：3战平桑德兰。曼城联赛主场全胜战绩终止，仍
落后少赛一场的曼联2分。

拜仁

“嗅到”冠军味

本报讯 德甲的争冠悬
念重生，凭借“小飞侠”罗本
的进球，拜仁慕尼黑队 3月
31日在客场1：0小胜纽伦堡
队，距离“领头羊”多特蒙德
队仅有3分之差。

罗本就是拜仁本场的
“及时雨”。在全队久攻不下
的情况下，荷兰飞翼第69分
钟在里贝里射门被封后发起
二次进攻，一记漂亮的半凌
空射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帮助拜仁拿下了这场“巴伐
利亚德比”。

由于即将有欧冠联赛八
强次回合比赛，拜仁主帅海
因克斯雪藏了部分主力。

拜仁曾经的争冠对手勒
沃库森队近况堪忧，本轮主
场0：2不敌弗赖堡队后已是
4连败。据德国媒体报道，勒
沃库森高层已有换帅打算，
青年队主帅莱万多夫斯基和
教练组成员海皮亚可能会接
管球队直到赛季结束。

其他比赛中，汉堡队客
场1：0力克凯泽斯劳滕队，
不来梅队主场0：3负于美因
茨队，奥格斯堡队主场2：1
战胜科隆队，沃尔夫斯堡队
客场4：1大胜柏林赫塔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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