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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里奇完美回归
在经历了颇为曲折的小组赛后，恒大

队迎来了一场完美的淘汰赛。埃尔克森梅
开二度、穆里奇两度破门，替补亮相的郜
林也斩获一球，恒大的前锋群闪耀全场。

这其中， 穆里奇的出色表现尤为让
人振奋。

本赛季， 穆里奇一直饱受争议。 伤
病、 转会传言， 让去年的亚冠最佳球员、
最佳射手失去了昔日的锋芒。 本场比赛
前， 穆里奇在中超联赛中攻入2球， 但亚
冠联赛中依然颗粒无收。

令人欣慰的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煎
熬和蛰伏， 穆里奇在关键的亚冠淘汰赛
中迎来了爆发。

第21分钟，他和迪亚曼蒂完成撞墙配
合，在两名球员的夹击下右脚射门打破僵
局。 第85分钟，穆里奇接郜林的传球用胸
口将球挡进球门。 两个进球全然不同，但

均展现了穆里奇灵敏的嗅觉和出众的速
度，更是其状态逐渐回归的表现。

本场比赛攻入2球、助攻1球，穆里奇
也进一步显现了其日本球队“克星”的本
色。 目前，恒大队在亚冠联赛中与日本球
队交手10次，穆里奇场场亮相，且进球数
高达10个。

就在5月5日， 广东体育频道 《足球
周刊》 播放了穆里奇的专访， 里面“猎
豹” 对“萌生离意、 表现打折” 的传闻
进行了澄清， 他表示， “只要一天有合
同在身， 就要为广州恒大搏上一切。” 穆
里奇本场比赛的表现， 是最好的回应。

日本球队被“打服”
3名前锋齐发威， 球队又以5比1大胜

对手， 不但让外界惊叹， 连恒大队主帅
里皮也有些意外： “比赛不能仅仅看结
果， 我更看重的是球队的整体表现， 说
实话我没想到会打出这样的大比分。”

虽然大比分取胜出乎了里皮的意料，
但总结恒大对阵日本球队时的表现， 这

场大胜似乎在情理之中。
本场比赛前， 恒大队一共与日本球

队交手9次， 战绩为压倒性的6胜2平1负，
进20球只丢7球。 尤其是去年淘汰赛面对
柏太阳神队， 恒大队两回合8比1压倒性
晋级， 震惊日本足坛。

时隔一年，经历了核心球员更迭的恒
大队延续了对日本球队的优势。 比赛中，
恒大队攻防全面压制对手， 迪亚曼蒂、埃
尔克森、穆里奇、郜林、郑智均发挥出色，
即便是前世界杯金球奖得主迭戈·弗兰，
也完全成为了恒大球员们的配角。

本场比赛结束后， 大阪樱花队主帅
波波维奇坦承输得心服口服， “我们感
受最深的就是恒大队各方面的表现都在
我们之上， 我看到了恒大的技巧和体能，
对胜利的执着追求。”

本次大胜， 恒大队提前锁定晋级名
额已无悬念， 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恒大
队近期23天7赛的压力。

双方下回合的比赛将在13日于恒大
主场进行。

本报5月6日讯（记者 王亮）一姐就是一姐。
今天进行的WTA马德里公开赛女单次轮比赛
中，李娜2比0轻松击败同胞郑洁，这也是李娜
连续第4次击败郑洁。

李娜和郑洁均已年过30。 不过，目前李娜依
然处于职业生涯巅峰，世界排名高居第2，近年频
遭伤病的郑洁已经走在了下坡路上，世界排名第
60位。 双方的实力俨然已经不在一个档次。

今天的比赛中， 李娜就没有给郑洁任何机
会，6比2、6比3轻松拿下比赛。

李娜第三轮的对手将在16号种子斯蒂芬斯
和捷克人塞特科夫斯卡之间产生。

本报5月6日讯 （记者 王亮 ） 2014NBL
（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联赛新闻发布会今天召
开， 会上介绍2014年NBL联赛A组赛将于5月
16日在广西南宁揭开战幕， 由广西威壮主场迎
战湖南柏宁队。

本赛季NBL的A组比赛共有10支队伍参加，
常规赛为18轮。 季后赛于6月29日开始， 常规赛
前8名参与角逐， 决赛预计在7月22日进行。

根据赛程， 柏宁队首轮比赛是5月16日客
场对阵威壮队， 主场首秀则是5月21日迎战江
西鑫业队。 5月9日， 柏宁队将在主场林科大体
艺馆与湖师大篮球队进行一场教学赛。

中国篮协介绍， 今年将有两个升入CBA的
名额。 按照规定， 申请加盟CBA联赛的NBL俱
乐部需缴纳加盟费3500万元人民币。 同时须为
获得2014年NBL联赛前三名且评估综合得分排
名前三的俱乐部。

综合多方面因素， 广西威壮、 陕西信达，
江苏同曦、 重庆黑山谷以及柏宁队是升入CBA
的热门球队。

据新华社华盛顿５月５日电 保罗开启“得
分模式” 狂揽32分和10次助攻， 洛杉矶快船
队在5日的ＮＢＡ季后赛西区半决赛中客场
122比 105轻取俄克拉何马雷鸣队， 总比分1
比0先声夺人。

在保罗的职业生涯中， 单场比赛从未命
中过5个以上的三分球， 可当晚他首节在三分
线外便5投5中， 随后更是将连中次数提升至8
次， 一举打破了NBA单场三分球连续命中次
数的纪录。

快船全队在保罗的引领下整场命中率高
达55％， 三分球29投15中将雷鸣打得落花流
水，不过“船长”赛后提醒大家不要自鸣得意。

雷鸣此役仅在开局尝过领先的滋味， 但在
保罗火力全开后便一直大比分落后， 第三节曾
两度被快船甩下26分之多。 尽管杜兰特和韦
斯特布鲁克联手攻下54分， 但糟糕的防守让
雷鸣丢掉了这个系列赛中的主场优势。

东部头号种子印第安纳步行者队好不容
易通过“抢七” 跨过了老鹰队， 不料又在分区
半决赛开局陷入不利局面， 在主场96比102不
敌华盛顿奇才队， 让主场优势从手中溜走。

5月7日
09:30 NBA季后赛 马刺VS开拓者 CCTV5
18:00 亚冠 川崎前锋VS首尔FC CCTV5
20:00 ATP网球大师赛马德里站 CCTV5+
5月8日
03:00 西甲第34轮 巴拉多利德VS皇马 新浪

5月6日晚，亚冠1/8决赛首回合展开，广州恒大队客场5比1狂胜大阪樱花队，创造了
亚冠联赛中日球队对阵的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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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亮

“我16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当时离我转入
职业只有两个月， 他最后告诉我：‘我希望你成
为世界冠军。’我对他说：‘我会的。’今天我终于
做到了。 ”

———５月6日凌晨结束的斯诺克世锦赛决
赛中，马克·塞尔比以18比14逆转5届冠军“火
箭”奥沙利文，首次摘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赛
后他如此说道。

“我今晚的得分和篮板数与希伯特完全一
样。”

———在5月6日NBA季后赛步行者输给奇
才队的比赛中， 步行者内线核心希伯特表现糟
糕， 全场0分0个篮板。 赛后， 已经退役的前
NBA巨星麦迪在推特上如此评价希伯特。

保罗“暴走”

NBL新赛季16日开锣

柏宁首秀客战广西威壮

中国金花德比
李娜速胜郑洁

视 点

论 语

10支球队争2个CBA名额

图为广州恒大队员郜林进球后向球迷致意。 新华社发

赛 报

亚冠

英超

全北现代1比2浦项制铁

水晶宫3比3利物浦 阿森纳1比0西布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