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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在

苏州赛区上演的中超联赛第二阶段争冠

组中， 山东鲁能与北京国安展开强强对

话。这是郝伟执教鲁能首秀，上半场凭借

佩莱和金敬道的进球， 鲁能取得 2 球领

先，下半场巴坎布梅开二度，国安 2:2 逼

平鲁能。此役，主裁沈寅豪的判罚备受质

疑。

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 李霄鹏以身

体为由提出辞职， 郝伟接过山东鲁能的

教鞭。郝伟曾执教过长沙金德、中国女足

国家队， 也担任过鲁能和恒大的助理教

练。昨日对阵北京国安，成为郝伟执教鲁

能的首秀。从与国安的历史战绩来看，鲁

能占据优势，近 10 次交手取得 5 胜 2 平

3 负。 本场比赛，首阶段因伤缺阵的鲁能

门将王大雷重返首发。张玉宁在第 16 分

钟射门，王大雷两连扑堪称惊艳。 第 25

分钟， 巴坎布禁区内手球， 裁判判罚点

球，佩莱主罚命中。 上半场结束前，蒿俊

闵助攻，金敬道破门，助鲁能半场 2:0 领

先。 易边再战，下半场开始不久，巴坎布

禁区内倒地，裁判判罚点球，但这一判罚

遭到外界质疑，认为巴坎布有假摔嫌疑。

巴坎布亲自主罚将球打进。 第 70 分钟，

巴坎布头球破门，攻入个人本赛季第 13

球，继续领跑射手榜。凭借巴坎布梅开二

度，最终国安 2:2 战平。

今年中超联赛使用本土主帅进行执

法，不少裁判因判罚的尺度引起争议。昨

日赛后， 鲁能俱乐部表示将对本场比赛

的判罚进行申诉。 尽管在 2 球领先的情

况下被逼平， 但丝毫未影响鲁能将士的

信心，王大雷赛后直言，球队的目标仍是

中超冠军。

京鲁大战 裁判抢戏

首回合战成 2:2，鲁能将

对判罚进行申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北京

时间昨晚结束的英超联赛第 5 轮默西

塞德德比战中，主场作战的“太妃糖”

埃弗顿 2:2 逼平卫冕冠军利物浦。 主

队赛季 4 胜 1 平保持不败， 依旧停留

在榜首位置。

本场比赛，马内和萨拉赫进球，帮

助客队两度领先。 但是基恩和勒温两

度帮助安切洛蒂的球队扳平比分，埃

弗顿球员里查利森在终场前被罚下，

但是主队顽强保持住了不败的果实。

利物浦近 22 战埃弗顿取得 11 胜

11 平，优势极其巨大，埃弗顿上一次

在主场击败利物浦， 还是整整十年之

前的 10 月 17 日。利物浦在 10 月 5 日

的联赛中曾客场 2:7 惨败于维拉，士

气遭遇严重打击， 因此非常希望取得

德比战胜利。

利物浦第 3 分钟就取得领先，当

时萨拉赫分球， 罗伯逊突入禁区左侧

传中， 本轮伤愈复出的马内近距离推

射入网。埃弗顿第 19 分钟扳平，J 罗开

出角球，迈克尔·基恩小禁区边缘力压

法比尼奥头球破门。 算上本场的这次

助攻， 埃弗顿的中场核心 J 罗本赛季

已经制造了 6 球

（进

3

球助攻

3

次）

，

看到 J 罗的发挥， 皇马可能会悔青了

肠子。

利物浦下半场继续控制比赛，并

在第 72 分钟再次超出比分。当时亨德

森右路传中，米纳仓促挡出，萨拉赫门

前抽射入网。 埃弗顿也继续快速给出

回应，并在第 81 分钟再次扳平。 当时

迪涅左路传中，戈麦斯漏防，勒温小禁

区前抢在罗伯逊之前头球破门， 将比

分锁定为 2:2。

其实，利物浦在第 93 分钟差点绝

杀了埃弗顿，不过 VAR 介入之后，裁

判认定利物浦越位在先从而进球无

效。 对于埃弗顿来说，十年过去了，他

们还是未能实现在主场联赛中击败利

物浦的梦想。

埃弗顿德比战逼平利物浦

十年了！ 主场不胜魔咒还未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日， 广东宏远队官方宣布易建

联的最新治疗情况。 易建联在上

赛季的总决赛受伤离场， 当时受

伤的是右脚跟腱， 之后右脚跟腱

手术非常顺利。 手术后易建联前

往美国进行康复治疗， 并针对身

体的老伤， 这次易建联又进行了

新的手术。 易建联完成了左脚踝

和左膝两处位置的手术， 预计左

腿需要两个月时间的康复。

广东宏远队在声明中写道：

“10

月

17

日

是 CBA 揭幕战，同一

天， 阿联也接受了左腿膝盖和左

脚踝老伤部位的微创手术， 手术

非常顺利， 预计左腿需要两个月

时间的康复。 阿联目前在积极努

力的进行治疗和康复， 祝愿他早

日完全康复，回到赛场。 ”之前，宏

远队总经理朱芳雨否认易建联新

赛季报销，只缺席赛季初期比赛。

易建联再次接受手术

这次是左脚踝和左膝手术，之前是右脚跟腱手术

新赛季CBA昨晚开战，卫冕冠军宏远25分不敌浙江稠州队

“十冠王”被打成了鱼腩部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

军）

新赛季，新挑战！ 卫冕冠

军、“十冠王”广东东莞大益队

（宏远队）

在新赛季首秀上遭

遇重创，以 113:138 不敌在季前赛

上发挥极为出色的浙江稠州队。

易建联因伤缺阵， 再加上新

赛季新的外援使用政策， 宏远队

比赛一开始就陷入到了极大的被

动之中。 因为浙江队是全华班出

战， 所以宏远队本场比赛外援的

使用是 4 节 2 人次。 宏远队选择

上半场和浙江队拼全华班， 但由

于受到易建联缺阵的影响， 宏远

队一上来就被打了一个 21:40。 刚

刚获颁总冠军戒指的宏远队，被

浙江队打成了鱼腩部队。

经过调整， 宏远队次节比赛

表现有所改观， 但还是单节输给

了对手 2 分。 下半场外援威姆斯

和布鲁克斯轮番上场， 但是两名

外援表现与大家期望相差甚远。

全场比赛马尚只拿到了 8 分，威

姆斯只拿到了 4 分， 这样的表现

自然无法帮助宏远队挽回败局。

比赛结束前 7 分 14 秒，宏远队主

将周鹏因 6 次犯规被罚下， 宏远

队也提前“缴械”

与宏远队糟糕的表现相比，

浙江队小将吴前则是大放异彩。

他在比赛中拿下了 39 分和 14 次

助攻的大号两双数据，其中 14 次

助攻还刷新个人单场助攻纪录。

被对手压着打，

宏远主帅杜锋很着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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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位 名 帅

安切洛蒂 （左）

与克洛普 （右）

的此次斗法打

成平手。不过安

切洛蒂的球队

拿到

1

分后，依

然稳坐英超榜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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