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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难移 不信你看
欧冠赛场教练球星都抢戏 穆帅拉莫斯过分行为挨批
本轮欧冠赛场，穆帅继续张扬个性怼尤文球迷、C
·罗进球后又秀出完美肌肉、被指责有
假摔“前科”的斯特林骗得点球、总惹事儿的拉莫斯又肘击了……可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穆帅“倾听”尤文嘘声

做客安联竞技场，曼联先失 1球最后完
成逆转，送给尤文欧冠首败。赢球之后，一向
我行我素的穆里尼奥再次做出争议举动，他
将右手放到耳朵旁挑衅尤文球迷，“倾听”对
方的嘘声，这引起斑马军团众将的不满。
上轮欧冠的梦剧场之战，场边的穆里
尼奥就听到了尤文拥趸的嘘声和辱骂，他
则竖起三根手指，以“三冠王”作为回应。本
轮来到安联竞技场，“ 穆三指”自然成为尤
文球迷的众矢之的。而曼联旧将 C·罗世界
波首开纪录，更令教练席上的穆里尼奥如
坐针毡。不过，下半场他的换人奏出奇效，

红魔 4分钟内连进 2球，上演逆转绝杀，不
仅令尤文本赛季欧冠首度丢球，还送给对
手欧冠首败。
赛后，有了底气的穆里尼奥把右手放到
耳朵旁作聆听状，挑衅尤文球迷。安联竞技
场的嘘声更加猛烈，还没退场的尤文球员见
状也上前理论。最后在欧足联官员护送下，
穆里尼奥才离开场地。有英国媒体认为穆里
尼奥这是一次没有风度的表现，担当解说嘉
宾的斯科尔斯也认为穆帅不应该这样，前曼
联前锋达布林也说：“ 穆里尼奥没有必要却
这么做。”

C·罗 秀完肌肉也无力

对阵曼联一战，是 C
·罗打入尤文生涯欧
冠处子球的最好机会，葡萄牙人没有错过，他
也没有忘记在进球后秀出肌肉。比赛中，C·
罗接到了博努奇的长传，利用速度优势甩开
了曼联后卫，在禁区内低射破门。这是 C
·罗
在尤文图斯打进的第一粒欧冠进球，同时也
是自菲戈和库蒂尼奥之后，第三位在欧冠中
为三家俱乐部都进过球的葡萄牙球员。他肌
肉秀得漂亮，只是遗憾尤文没有取胜。
赛后 C
·罗说：“我对进球感到很高兴，但
失望的是，我们本应该轻松拿下比赛，赢 3到

4球。曼联根本没有太多表现，他们只是通过
定位球创造了两次机会，英格兰球队总是依
靠定位球得分。我们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仍旧排在小组积分榜首，我们很出色。”
除去进球，C·罗在比赛中还多次为队友
“做贡献”，奈何队友射术不佳，加上主场门柱
作怪，让 C
·罗的努力没能转化为胜利。赛后，
在专业网站的评分中，C·罗以 7.6分获得全
场最佳。该网站还评价道，
“C
·罗本应该获得
三个助攻，可惜赫迪拉、皮亚尼奇、夸德拉多
都形同梦游。”

斯特林 又是假摔和骗点

曾被指责假摔的斯特林，又骗到点球
了。在欧冠曼城 6比 0大胜矿工的比赛中，
斯特林踢到草皮后做出了类似假摔的动
作，让裁判误以为点球。赛后，斯特林主动
向裁判认错，瓜帅也表示那确实不该判罚
点球。同时，瓜迪奥拉也呼吁有必要引进
VAR，因为裁判也需要得到帮助，才能让比
赛更加公平。
比赛进行到第 24分钟，斯特林获得单
刀机会，持球推进到顿涅茨克矿工禁区左
侧。面对出击的门将，斯特林踢到草皮后摔
倒，来自匈牙利的裁判卡萨伊判罚了点球。
显然这是一次误判，热苏斯通过点球让曼城

2比 0领先。
比赛过程中，斯特林并没有向裁判表示，
不过赛后斯特林还是向卡萨伊做了道歉说
明。“我没踢到球，踢到了草皮上，当时我的身
体失去了控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手也没
碰到我，因此那不是点球，我要向裁判表示我
的歉意。像假摔的动作？我只是低下了头，不
想说什么。”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表示他应该向
裁判说明：
“我们承认那不是点球，斯特林本
应该立即向裁判说明情况，我们不需要那种
进球，但是不得不说，比赛的进程太快了，你
要在 10秒钟内和裁判解释发生的一切，这
并不容易做到。”

拉莫斯 再度肘击无悔改

皇马 5比 0大胜比尔森，上半时拉莫斯
一次犯规动作争议不小。他肘击主队中场哈
韦尔，导致后者流血伤退，然而裁判没有出示
红黄牌，连犯规都没吹。
自上赛季欧冠决赛放倒萨拉赫，导致英
超射手王伤退后，拉莫斯就风波不断。此役又
惹争议：第 38分钟，哈韦尔前场接球尝试变
向突破，拉莫斯侧向上抢断球，同时肘部击中
主队中场，导致哈韦尔鼻血直流。受害者用双
手捂着鼻子，依然没停止鲜血横流。队医为其
司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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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捷克国脚依然无法坚持，半场不到就
被彼得热拉换下。
有媒体怒斥：
“拉莫斯的肘击，又一次未
被处罚。”在事情发生后，拉莫斯回应道：“我
无意伤害对手，赛后我想去找他聊聊，但是他
不在，于是我给他发了信息。尽管我让不止一
个人感到头疼，但是我在努力以最好的方式
防守。”对于质疑声他说，
“我不会回应那些批
评我的人，我很幸运能够在场上用表现来回
击他们。”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卖

公

告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定于 2018年 11月 26日 10时至 2018年 11月 27日 10时止（延时除
外），依法通过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拍卖平台，以网络电子竞价方式公开对以下标的物按现状进行
网络司法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北京市丰台区马家楼路 1号院西区 15号楼 13层 1单元 1305室房屋建筑物一处。
拍卖保留价：480.728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第二次司法拍卖）
二、标的物展示时间、地点：自 2018年 11月 13日至 2018年 11月 14日，在标的物的现场进
行展示。
三、竞买人应在 2018年 11月 27日 10时前签订竞买须知并交纳保证金，方可参与竞买。保证
金请交至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结算账户，户名：重庆联付通网络结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客户备付
金，以到账时间为准，保证金不计利息。
未尽事宜及详情请查询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河北产权网、张家口产权交易网。
7866087
联系方式：何先生 17603133968 法院监督电话：0316霸州市人民法院
地址：张家口市桥西区清水河中路 21号张家口市产权交易中心
2018年 11月 9日
广告
中 都 京 北 （北 京 ）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定于 2018年 11月 20日 10：00举行拍卖会，拍卖标的为宝马轿车等。
预展时间：2018年 11月 15日～19日，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拍卖地点：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0号兴业大厦一楼
联系电话： 89719011联系人：曹先生 13681378278
广告

穆里尼奥（右）的动作引来尤文队员不满。

■CBA 前瞻

两场硬仗 考验京师
首钢残阵战广厦 北控主场再战八一

CBA常规赛今晚将展开第 9轮
争夺，两支京城球队均对阵同一小组
的对手。北京首钢男篮客场再战浙江
广厦队，北控篮球俱乐部北京农商银
行队则面对八一队，争取主场连胜。

场对阵上海队时受伤的常林没有随
队开启本周的三连客，首钢队的内线
面临博洛西斯加胡金秋，形势严峻。
北控争主场连胜

北控男篮第 4轮与八一队交手，
原本最有希望拿下赛季首胜的比赛，
首钢队 10天内二度与广厦队 却在最后 1分钟被对手抓住机会抢
交手，依旧是阵容不整。第 5轮在五 走胜利。随后的 3个客场，助教张德
棵松体育馆交手时，防守核心王骁辉 贵临场指挥，官方称主教练丁伟因身
缺阵，首钢队第二节被对手打出 40 体原因请假，但随即传出他“下课”的
比 17的单节比分，奠定了比赛基调， 消息。从吉林队客场夺下赛季首胜，
又大比分不敌广厦队，北控队第 8轮
最终无缘逆转。
作为上赛季亚军，广厦队今年继 重新回到奥体中心体育馆，丁伟也出
续强势表现，以开季 8连胜领跑积分 现在主教练位置上，并且依靠张帆的
榜。第 7轮主场对阵北控男篮时，在 绝杀上篮，以 132比 131击败广州
小外援福特森禁赛的情况下以 38 队，终于将主场首胜收入囊中。
分大胜，可见胡金秋等国内球员实力
今晚与八一队交手，对北控队
出色。上轮面对八一队轻松拿下连 将士而言，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再犯
胜，解禁的福特森 CBA助攻次数突 同样的错误，牢牢把握住主场连胜的
破千次，这位得分与串联能力兼具的 最佳机遇，这更是丁伟巩固帅位的正
小个子依然是首钢男篮今晚的防守 名之战。八一队李天戈在对阵广厦队
重点。
时膝盖受伤，经诊断为内侧副韧带撕
王骁辉在上海带伤出场，成功限 裂，本轮注定缺席。而对阵青岛队时
制弗雷戴特，犹如给首钢队和球迷一 鼻梁骨折的张祖铭已经做好戴面具
剂强心针。转战诸暨，他的表现仍旧 出战的准备。刚在奥体赢过球的八一
是关键。不仅要限制福特森的个人进 队同样将今晚的交手视作必须争取
攻，更要切断他与球队的联系。在主 的胜利。
北京晨报记者 刘晨
首钢还看王骁辉

■举重世锦赛

汪周语力克奥运冠军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希翀）北京
时间昨日，2018年举重世锦赛在阿
什哈巴德继续进行。在女子 76公斤
级比赛中，中国选手汪周语力克两
届奥运会冠军林敬熙夺金，田涛则
克服体重过轻的劣势拼下了男子
96公斤级总成绩银牌。至此，中国
队在已参加的 10个级别比赛中赢
得 6个级别。
抓举比赛，2015年亚锦赛冠军
汪周语举起 118公斤，还落后朝鲜
队的林敬熙 1公斤。到了挺举阶段，
林敬熙开把就比她多 5公斤，但汪周

语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只剩最后一次
试举的林敬熙被逼无奈，开出 153
公斤力求绝杀，但没有成功。最终，汪
周语以 270公斤的总成绩夺金。赛
后，汪周语说：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
锦赛，我赢了。将来我会表现得更好，
争取夺得更多的奖牌。”
在国际举联更改级别后，之前
85公斤级的田涛面临两个选择：降
到 81公斤或升到 96公斤。在当日
的 96公斤级比赛中，目前体重
94.44公斤的田涛不占优势，最终以
407公斤夺得总成绩银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