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协杯：

中乙球队南通支云
爆冷淘汰卫冕冠军申花
据新华社南京4月25日电 2018年足协杯第四轮25日

晚爆出大冷门，卫冕冠军、中超老牌劲旅上海申花队在两球
领先的大好局势下， 被坐镇如皋主场的中乙球队南通支云
连扳三球淘汰出局。

此役，申花仅用10分钟就取得梦幻开局，由高迪头球
破门。31分钟张璐为申花赢得点球，王赟一蹴而就，申花半
场2比0领先。就在所有人觉得大局已定的时候，南通支云
展开绝地反击，56分钟季俊的头球砸在艾迪身上反弹入网。
仅仅5分钟后，上港旧将朱峥嵘开出任意球，胡明头球扳平
比分。85分钟的季俊轻松推射得手助球队完成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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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5293491487.24（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08 0 1 0
排列 5 18108 0 1 0 5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8047 03 08 10 14 20 04+0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1

10000000 30000000

60000006000000

责任编辑 蔡矜宜 2018年4月26日 星期四
体育 10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欧冠半决赛首回合，
利物浦主场5比2力克罗马———

MSF！火力全开

� � � � 这是一个属于萨拉赫的赛季。 本场
比赛，萨拉赫状态之神勇，令人赏心悦目。
无论是他标志性的左脚弧线球破门，还
是那写意般的单刀挑射， 以及下半场两
次完美的助攻……埃及“法老”总能够冷
静阅读比赛，随心所欲地处理球。

本赛季，萨拉赫在47场俱乐部正式比
赛贡献43球13助攻， 超过42球的C罗（39
场） 成为本赛季各项赛事中总进球最多的
五大联赛球员。 他已经追平了38轮赛制下
英超单赛季的进球纪录， 还创造了英超单
赛季进球场次纪录， 利物浦球员单赛季欧
冠进球纪录……如今，每当埃及“法老”有

进球入账，就会有许许多多的纪录被刷新。
不过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或许后悔将

埃及人换下太早， 因为在萨拉赫下场后，
罗马连追2球，使次回合悬念重生。

犹记得10余天前的8强战次回合，罗
马就是启用三后卫将梅西“冻结”，从而完
成对巴萨的惊天大逆转。 那么一周后，这
位有着“埃及梅西”之称的红军11号将在
罗马奥林匹克球场上演怎样的剧情？他这
个赛季的进球数能否压倒梅西、C罗？ 又
将带领利物浦在欧冠打到什么程度？

萨拉赫这个利物浦处子赛季的疯狂，
仍在继续……

蔡矜宜

2射2传，埃及“法老”萨拉赫几乎凭借
一己之力，帮助红军朝着11年后重回欧冠
决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0分钟连入两球，这位低调的非洲足
球先生始终没有庆祝。他双手合十、高举，
表达对罗马知遇之恩的感铭。职业生涯的
首次欧冠半决赛，萨拉赫面对旧主，心情
当然无比复杂。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很多人在物欲横流
的社会中渐渐迷失了自己，但萨拉赫没有。

绿茵场上， 这位埃及球星进球如麻，却
从不张扬———本赛季各项赛事中萨拉赫已
贡献43球13次助攻，超过C罗、梅西，直逼金
球奖。 球场外的萨拉赫无论收入多高，始终
坚守着那份虔诚———建医院、办学校、开设
青年活动中心……在他的家乡巴斯尤恩市，

人们都称他为 “快乐制造者”。 加盟利物浦
后，萨拉赫的第一个善举就是为Tahya Masr
（埃及万岁）基金会捐赠21万英镑的巨资。

去年，当萨拉赫率领埃及队时隔28年
后再度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后，他的名字成
了埃及的荣耀。 在埃及，人们都在为这位
“民族英雄”疯狂打call，多少少年正因为
他而爱上足球，走上球场。

一个球星的作用，就是如此巨大。 无
论球场内外，他的造诣、成就早已超越普
通人，但他从未让自己“特殊化”，年仅25
岁的萨拉赫有着埃及人独特的质朴，这一
点在当今足球圈显得尤为珍贵。

当然，对于职业球员而言，萨拉赫的
路还很长。当更多的关注、荣誉、利益砸向
他，他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初心”？ 希望这
位埃及“法老”能够始终秉持这份难能可
贵的足球本心。

� � � �马内1球、萨拉赫2射2传、菲尔米诺2
球2助攻，又是三叉戟建功！ 北京时间25
日凌晨， 在主场对阵罗马的欧冠半决赛
首回合较量中， 利物浦MSF组合火力全
开，再度上演了一场进球盛宴。 虽然罗马
在最后9分钟扳回两球，但“红军”距离基
辅的欧冠决赛仅一步之遥。

这是利物浦三叉戟本赛季第8次同
场进球， 这样的表现不禁令人想起巴萨
昔日的MSN和皇马BBC组合。 目前萨拉
赫和菲尔米诺都在本赛季欧冠攻入10
球，马内有8球进账，这是欧冠历史上第
一支有3名球员单赛季至少进8球的球

队。 萨拉赫和菲尔米诺也成为欧冠历史
上第二对单赛季进球上双的队友， 之前
是2014-2015赛季的梅西和内马尔。

28球也追平了皇马的BBC组合在
2013-2014赛季创下的三人组单赛季欧
冠进球数纪录。 下一场只要“红军”三叉
戟任何一人进球，就能打破欧冠纪录，三
人甚至有望冲击单赛季欧冠进球全部上
双的“神迹”。

随着本场比赛的5个进球，马内-萨拉
赫-菲尔米诺三叉戟本赛季已经为利物浦
攻入多达88个进球，超越大巴黎的内马尔
-姆巴佩-卡瓦尼组合，高居全欧第一。

“红军”三叉戟 刷爆欧纪录

“法老”萨拉赫 直逼金球奖

“法老”的本心

� � � �图为萨拉赫为利物浦队首开纪录后， 低调庆祝。 新华社发

勇士、76人晋级NBA半决赛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4日电 美职篮（NBA）季后赛24

日的较量中，卫冕冠军勇士队99比91击败马刺，总比分4比
1晋级西部半决赛， 将与鹈鹕队争夺西部决赛名额。76人队
104比91战胜热火队，晋级东部半决赛。

西部对决中，勇士队杜兰特砍下25分，汤普森拿下24
分，格林得到17分和19个篮板。马刺方面，阿尔德里奇拿到
30分、12个篮板。 与热火的系列赛中，76人的恩比德复出
后，球队连赢两场，取得3比1领先。本场，恩比德再次扮演关
键先生角色，拿下19分、12个篮板。

羽毛球亚锦赛

林丹一轮游 李宗伟晋级
据新华社武汉4月25日电 正在武汉举行的2018年羽

毛球亚锦赛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林丹首轮以1比2不敌中
国台北选手王子维，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则以2比0战胜中
国选手乔斌晋级。

乔斌此前两次对阵李宗伟均以0比2落败，此次亚锦赛小组
赛遭遇李宗伟，依旧未能实现突破，两局以21比17和21比16告
负。赛后李宗伟表示，虽不敢保证能打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但
如果世界羽联推行11分制，将有助于延长他的职业生涯。

场外任意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