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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欧战 巴萨 4:2 瓦伦西亚

梅 开二度 球王专属
梅西巴萨第 100 次独中两球

总进球逼近 500 大关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西甲联赛第 28 轮巴塞罗那在主场 4 比 2 力
克瓦伦西亚。 梅西打进 2 球，完成了他巴萨生涯第 100 个梅开二度的
同时，也以 25 球继续领跑西甲射手榜，此外，他各条战线打进 41 球也
冠绝全欧。 巴萨在积分榜上也继续以 2 分之差紧追少赛 1 场的皇马。

■群体

不惧点球克星 攻破阿尔维斯

上半场结束前，巴萨获得点
球良机，梅西站上罚球点。此前双
方打成 1比 1，罚进点球主队就
可取得领先。站在梅西对面的瓦
伦西亚门将阿尔维斯是西甲历史
上扑出点球最多的门将，赛前他

曾表示，点球是心理的对抗，这次
他也试图通过干扰梅西来延续自
己扑点的神奇。
但如果说巴西门将堪称点球
克星，那么此前 16次交手打进
19球的梅西，就是迭戈·阿尔维

斯的克星。巴萨 10号无视了对
方的“小动作”，打中路破门得分，
他也追平了科曼，并列成为巴萨
队史罚点球最多的球员（52个），
不过距离科曼的罚进 46个点球
的纪录还差 2个。

打破多项纪录 8 个赛季 40+

在瓦伦西亚把比分扳平后，
又是梅西站了出来。他在禁区右
路接到马斯切拉诺的传球闪过对
方后卫，打近角得手为主队再次
将比分超出。3比 2，本场比赛梅
西独中两元，这已经是他在巴萨

第 100次完成如此壮举。
西甲射手榜上，梅西打进 25
球，以 3球优势力压队友苏亚雷
斯继续领跑，这也创造了西甲的
又一个纪录：他是西甲历史上第
一位连续 8个赛季单赛季进球

超过 25个的球员。本赛季代表
巴萨出场的 40场比赛中，梅西
打进 41球，同样是连续 8个赛
季为俱乐部打进 40球以上，俱
乐部总进球数也来到了 494球，
距离 500球大关仅一步之遥。

洗牌备战强敌 迎接魔鬼赛程

比赛尾声阶段，梅西对主裁
判罚表示不满吃到黄牌。这是
他本赛季第 5张黄牌，下一轮
将自动停赛。下轮联赛 4月 2
日才会进行，对手是实力不强
的格拉纳达，而再下一轮的对
手则是积分榜排在第三的塞维
利亚。因此西媒猜测，梅西最后
时刻抱怨裁判是有意为之，通
过提前“洗牌”来避免缺席对塞

维利亚的大战。
接下来的两周将是国家队比
赛日，梅西将返回阿根廷队参加
世界杯预选赛。世预赛南美区积
分榜上，阿根廷队积 19分排在
第五，仅比厄瓜多尔、智利少一个
积分。24日、29日，阿根廷队将
连续对阵智利和玻利维亚，值得
一提的是，如果梅西在对智利时
染黄，他也将因累积黄牌自动停

赛，考虑到玻利维亚队实力有限，
梅西很有可能故意染黄缺席与玻
利维亚一战，提前返回西班牙备
战对塞维利亚的强强对话。
另外，次回合国家德比最终
确定将在西甲第 33轮，北京时
间 4月 24日凌晨 2点 45分在
伯纳乌球场进行。
北京晨报记者 韩雪晨
实习生 葛承浩

三姑弘通队名誉教练陈文杰（左）不仅要帮队员复盘，还亲
自上手进行网络直播。

北京市业余围棋俱乐部联赛继续进行

这里的棋赛很火爆
北京晨报讯 （记 者 葛
晓 倩）

■NBA

湖人逼出最强三巨头
同时复出合砍 101 分 骑士逆转锁定季后赛

随着勇士、马刺、火箭三支西
部球队提前锁定季后赛席位，昨
天，骑士客场 125比 120击败湖
人，成为首支取得季后赛资格的
东部球队。勒布朗·詹姆斯连续第
11个赛季闯进季后赛。
三巨头末节暴走模式

原本上一场战快船时，骑士
就有望锁定季后赛席位，结果三
巨头集体轮休，他们惨败给快船。
昨天，詹姆斯、欧文、勒夫同时出
战湖人，三巨头携手复出效果明
显，欧文命中率超 7成轰下 46
分，詹姆斯保持全能的同时贡献
34分，有伤在身的勒夫拿下 21
分，三人携手轰下 101分，占全队
总得分的 80%。尤其是末节，骑
士轰出 43比 28的攻势逆转湖
人，最后 9分钟他们拿下 36分，
全部来自勒夫、詹姆斯和欧文。

骑士虽一度落后两位数，但
依靠三巨头的爆发，最终以 46
胜 23负的战绩提前锁定季后赛
席位。目前，詹姆斯的季后赛出战
场数已达 199场，如果本赛季他
还能打到东部决赛，他至少会超
过皮蓬，上升到历史第八。
湖人领先三节遭逆转

面对强大的卫冕冠军，湖人
青年军却没畏惧，克拉克森连中
三分，拉塞尔重回首发，首节独揽
18分，湖人仅以 28比 31落后骑
士。次节，湖人打出 13比 0的攻
击狂潮，瞬间反超比分。半场打
完，他们以 59比 55领先。
易边再战，湖人全队的专注
度依旧颇高，拉塞尔更是打出赛
季最佳表现，前三节战罢，湖人
92比 82领先。末节若不是骑士
三巨头开启暴走模式，湖人很可

能捍卫主场。
湖人打得如此积极，或许和
他们赛前收到联盟罚单有关。上
周末湖人主场战雄鹿时发生群殴
冲突，昨天联盟开出了罚单，共有
三人被罚，雄鹿队门罗因推搡湖
人队尼克·杨肩部以上位置被罚
3.5万美元；尼克·杨挑起冲突被
罚 2.5万美元；拉塞尔因在背后
推门罗，而被罚款 1.5万美元。
湖人队主帅卢克·沃顿认为
罚下拉塞尔讲不通，在他看来，门
罗的行为更加严重，
“是门罗先掐
了尼克的脖子，然后拉塞尔才推
他。但在联盟看来双方的程度是
一样的。”他还对雄鹿队教练组的
做法非常不满，冲突发生时，一名
雄鹿队工作人员推了英格拉姆。
不过，小沃顿没有因上述过激言
论而被联盟处罚。
北京晨报记者 亢雪松

经过两周休整，北京
市业余围棋俱乐部联赛上
周末战火重燃，几场强强对
话格外激烈，望京队、天桥
棋摊队、三姑弘通队最终分
别战胜各自对手。本轮过
后，望京队以不败战绩暂居
榜首。
职业围棋比赛对赛场
要求比较高，如果不是在
棋院，多半会选择在星级
酒店或热门旅游景点 ，现
场还要尽量避免外界干
扰。而业余棋赛就没那么
多讲究，甚至恨不得越热
闹越好。本届联赛采用主
客场制，各队主场也是五
花八门，有的是围棋会馆，
有的是茶楼，还有的甚至
是小区里的托管班，100平
方米左右的空间里展开九
场对局，还有数十人观战，
可想而知场面多么热闹。
本轮三姑弘通队主场
对阵爱弈队，三姑弘通队干
脆把主场设在张老坎火锅
马家堡旗舰店。说起来，张
老坎火锅还是本届联赛的
主要赞助者之一，老板郭俊
呈虽然棋力不高，但这丝毫

不影响他对围棋的热爱。在
张老坎火锅马家 堡 店 里 ，
平时经常摆着几副 围 棋 ，
附近的棋友随时可以去杀
上几盘，如果是参加业余
围棋联赛的选手，吃饭还
可以直接打折。而在比赛
期间，一边是选手在认真
对弈，一边是顾客欢快地
吃着热气腾腾的火 锅 ，也
算是一道有趣的风景。
不过，场地的“不专业”
丝毫不影响选手们的认真
态度。在各自的讨论群里，
大家赢棋的互相 鼓 劲 ，输
棋的互相勉励。有的队重
视总结经验教训，每轮比
赛过后，领队都要督促队
员尽快把棋谱发到群里供
大家讨论研究。三姑弘通
名誉教练陈文杰是业余 6
段水平的强手，每轮赛后
都坚持和队员复盘到很晚，
让大家受益颇多。
本轮全部赛果为（主队
在前）：三姑弘通队 6比 3爱
弈队、杏林队 2比 5诚虚净
队、众弈队 4比 5望京队、金
鱼池队 4比 5天桥棋摊队、聚
弈堂队 1比 8水墨源队、南城
联队 5比 4大道围棋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