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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9日凌晨3时，欧冠
半决赛第二回合移师阿贾克斯主场
继续进行，首回合热刺主场0∶1憾负
阿贾克斯，在第二回合上半场又丢两
球的情况下，在下半场凭借小卢卡斯
惊天的半场帽子戏法连扳三球，两回
合总比分3∶3凭借着客场进球优势，
首次挺进欧冠决赛。

本场比赛，上半场阿贾克斯状态
依旧火热，第5分钟，舍内开出角球，

德利赫特头球破门，阿贾克斯1∶0热
刺。第35分钟，塔迪奇助攻齐耶赫爆
杆抽射破门，为阿贾克斯将比分扩大
为2∶0。

下半场风云突变，热刺主帅波
切蒂诺半场做出调整，换上了高中
锋略伦特，这一换人彻底解放了小
卢卡斯。小卢卡斯四分钟内连入两
球为热刺扳平比分：第 55分钟，丹
尼·罗斯后场左路长传，小卢卡斯中

路得球后交给阿里后前插，阿里扣
过弗朗基-德容回传，卢卡斯得球进
入禁区推射得手，阿贾克斯 2 ∶1 热
刺。

第59分钟，孙兴慜禁区弧内将球
分给右路的特里皮尔，特里皮尔禁区
右侧横敲门前，略伦特近距离包抄射
门，球被奥纳纳扑出，奥纳纳拿球时
被舍内干扰出现脱手情况，卢卡斯得
球后晃开防守后转身将球打进！阿

贾克斯2∶2热刺！
比赛读秒阶段，热刺绝杀比赛！

阿里助攻卢卡斯低射破门，托特纳姆
热刺客场3∶2逆转阿贾克斯，两回合
总比分3∶3，热刺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晋
级决赛。欧冠决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
2日凌晨进行，热刺和利物浦将在决
赛赛场上演英超内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汤晨

不知从何时开始，身边年轻人渐
渐都变成了“熬夜党”，每日“修
仙”可谓不亦乐乎。今日 21:00，

浙江卫视全新一季安慕希《奔跑吧》便要
迎来一场爆笑的“夜之精灵”争夺战。节
目中，跑男团将一边熬夜一边体验东北
特色夜生活。为了获得更多的“精灵贴
条”，兄弟们不仅在烧烤店疯狂撸串，还
前往洗浴中心体验了一次叫苦连天的

“清醒套餐”。此外，观众期待已久的撕
名牌大战也再度归来，到底本期新阵容
首撕名牌会打出怎样的战绩？

跑男团夜生活叫苦连天
郑恺享“清醒超豪华套餐”

疼到崩溃喊“爸爸”

在东北无论白天有啥烦心事，到了
晚上约几个朋友撸一串，仿佛一切都能
烟消云散。此次跑男团来到鞍山，节目
组也为饥肠辘辘的兄弟们准备了一顿
特殊的东北烧烤大餐。

现场，跑男团化身七匹嗷嗷待哺的
“饿狼”，与鞍山当地朋友进行一场别开
生面的撸串对决。面对鞍山朋友快到
令人咋舌的撸串速度，王彦霖急中生智
开发了一种全新的撸串大法，而吃成

“表情包”的宋雨琦则直呼：“这是我吃
过最痛苦的一次烧烤。”此外，对东北话
爱得深切的黄旭熙还在撸串前直接

“杠”上了一位来自非洲的“东北话十级
学生”。究竟王彦霖的撸串大法是什

么？黄旭熙与非洲老铁会因方言惹出
哪些笑话？

除了有美味与欢脱齐飞的撸串
Battle，跑男团还在东北特色洗浴中心
体验了一次直击灵魂的“清醒超豪华套
餐”。洗浴大厅内，兄弟们进行抽卡游
戏，抽中精灵卡的成员将接受让人保持
清醒的“魔鬼项目”。现场，“倒霉孩子”
郑恺被幸运之神接连关照，独享了一系
列让人望而却步的清醒套餐，这些令郑
恺疼到五官模糊并直呼“爸爸”的项目
是什么？黄旭熙又为何因一条浴巾上

蹿下跳秒变“美猴王”？

撕名牌归来再燃战火
王彦霖、朱亚文空前紧张
黄旭熙自信放言“妥妥的”

“前两期很赞，唯一的遗憾可能就
是没看到新阵容撕名牌”，伴随着全网
的期待，《奔跑吧》本周终于迎来了全新
阵容的首次撕名牌大战。和往季的撕
法有所不同，此次“熬夜特辑”的名牌对
决不仅安排在了东北“夜生活”之前，还

采用了全新赛制。节目中，撕名牌经验
充足的“元老”成员李晨、郑恺分别带领

“早睡队”和“熬夜队”在撕名牌环节一
决雌雄。身为队长的李晨、郑恺将传授
队员哪些撕名牌的独门小技巧？

现场，曾在“布拉格特辑”中狂撕捷
克小哥的朱亚文眉头紧蹙，颇为急切地
发出了撕名牌正确姿势的“N连问”，一
向活跃的“快乐瀑布”王彦霖也收起了
以往的笑颜，变得十分严肃紧张，究竟
他们能否逃过被“大黑牛”李晨秒撕的
劫难？和“熬夜队”的备战状态截然不
同，“早睡队”里两位“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小队员黄旭熙、宋雨琦竟蜜汁自信地
表示“可以赢”“简单”。新成员首次撕
名牌又为何情绪“冰火两重天”？

跑男团丰富的东北“夜生活”即将
爆笑来袭，最终哪支队伍会取得名牌首
战的胜利？飞行嘉宾杨迪的新鲜加入
又会为节目注入哪些意想不到的欢
乐？答案尽在今日21:00浙江卫视全新
一季安慕希《奔跑吧》，让我们一起见证

“夜之精灵”的诞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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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林志杰
下赛季效力四川？
四川男篮高层：正在接洽中

37岁的林志杰（右），状态依然保
持得不错。 李选 摄

《奔跑吧》新阵容首撕名牌
撸串泡澡爆笑熬夜 郑恺崩溃喊“爸爸”

跑男们体验东北特色夜生活，在烧烤店疯狂撸串。

又是逆转 你腻不腻？
读秒绝杀阿贾克斯
热刺首进欧冠决赛

逆转“基因”缔造复兴之路 无奇迹，不欧冠！
北京时间周四凌晨，本赛季
欧冠淘汰赛第6次上演次

回合逆转大戏。首回合主场0：1告
负的热刺，在次回合上半场0：2落
后的绝对劣势下，下半场由卢卡斯·
莫拉上演帽子戏法，在伤停补时5
分钟的最后一秒，将总比分扳成3：
3，从而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淘汰阿贾
克斯，闯入决赛。这也是1999年
曼联对尤文图斯的大翻盘后，欧冠
半决赛第一次有球队在单场落后2
球的情况下完成逆转。

至此，热刺将和利物浦会师决
赛。北京时间6月2日凌晨，欧冠决
赛将在万达大都会上演一场英超内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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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莫拉上演帽子戏法，成为热刺逆转晋级的最大功臣。新华社发

英超
欧冠

时隔11年

阿贾克斯队球员：没想到啊。

周末客战黑龙江FC
川足把机票取消了？

省足协紧急斡旋
今日将正常出征
5月11日，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第

9轮比赛将点燃战火，四川FC将客场
挑战黑龙江FC。按照计划，四川FC
原定5月9日下午从成都启程前往哈
尔滨。据《川报观察》昨天下午报道，
由于俱乐部承诺在5月9日下午2点
之前给教练、球员发放3月份剩余的
2/3工资和比赛奖金，但截至昨天下
午，俱乐部方面仍然没有将相关款项
打入教练、球员的个人账户，因此教
练、球员无奈之下只得向俱乐部提出
暂时不前往哈尔滨的要求。据悉，球
队前往哈尔滨的机票已经被取消。

联赛还在进行中，对四川FC来
说，如果本周六（5月11日）中甲第九
轮哈尔滨客场不参赛，俱乐部的资格
就没了。其实，无论俱乐部还是球队
教练、球员，甚至俱乐部的普通工作人
员，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还是在首先保
住这个俱乐部的中甲资格。这个资格
没了，即便有第二次转会大家能够“上
岗再就业”，被拖欠的工资奖金估计再
要回来就几乎没有了可能性。

事实上，从2018年10月下旬开
始，四川FC便陷入财务危机。形势
恶化至今，俱乐部老板，还有走马灯似
来来往往的接盘洽谈者们，无一不曾
经描绘过美好的蓝图，但最终都沦为
泡影。次数多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
也就没了。

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向最坏的
方向发展，昨晚有报道称，四川省足协
已经介入此事，经过数小时的紧急斡
旋，四川FC球队已同意今日（5月10
日）正常前往哈尔滨作战。

综合《四川在线》等

中甲联赛/

逆转成常态
英超唱主角

这或许是许多球迷最难以忘怀的
一届欧冠之一，自八分之一决赛开始，
各种不可思议、跌宕起伏的逆转好戏
就在不断上演。本以为，安菲尔德的
奇迹，已经把所有决赛前的故事带向
最后的高潮，然而仅仅一天之后，又一
支英超再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而被
奇迹斩落马下的，正是逆转淘汰皇马
的阿贾克斯。你不得不感叹，足球世
界里没有什么所谓的定律，所谓的绝
对，所谓的“奇迹”，是你的运气接受了
你的努力。

本赛季欧冠，注定是英超球队上
演复兴的“舞台”。小组赛结束，英超4
队全部出线。1/16决赛，英超4队又
是全部晋级；曼联惊天翻盘了巴黎，利
物浦完胜拜仁，热刺也双杀多特蒙德，
完全展示出了英超的实力。八强占

四，英超迎来了近十年来的欧冠最辉
煌战绩。1/4决赛中，利物浦毫无悬念
晋级，英超内战热刺惊险淘汰曼城，只
有曼联是被其他联赛球队（巴萨）终
结。半决赛，利物浦和热刺更是先后
上演了史诗级的逆转，拥有梅西的巴
萨和最大“黑马”阿贾克斯成为了英超
重塑辉煌的背景板。在整个淘汰赛的
过程中，面对其他联赛球队，英超球队
一共完成了三次大逆转。

于是，我们看到了英超球队血液
里流淌着的逆转基因——历史上7次
在单场欧冠比赛落后2球的情况下翻
盘重生。

时隔十一年
英超再爆发

热刺对决利物浦，这将是英格兰
球队历史上第二次会师决赛，上一次
还要追溯到11年前，2008年曼联与切

尔西的巅峰对决，红魔在点球大战中
笑到最后。而算上欧联杯/联盟杯与
优胜者杯，欧战历史上一共也只有3
次决赛上演英格兰内战——另一次同
样有热刺的参与，那是1972年的首届
联盟杯决赛，该队击败狼队夺冠。另
外，本赛季的欧联杯决赛也极有可能
迎来英超双雄争霸，切尔西和阿森纳
将在北京时间10日凌晨分别迎战法
兰克福和巴伦西亚。

对于热刺来说，这也是他们队史
首次闯进欧冠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8
支晋级欧冠决赛的英格兰球队。而5
次夺冠的利物浦则是第9次晋级欧冠
决赛，比其他任何英格兰俱乐部都至
少多出4次。

不论决赛结果如何，英超继2012
年切尔西登基后，时隔7年再捧大耳
朵杯已成定局。这将是英超成立27
年来，第5次问鼎欧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效力十年，林志杰已经成为了浙
江广厦队的一面旗帜。一提到浙江广
厦，很多人都会想到“野兽”林志杰。
由于CBA对于港澳台球员的规定，一
支球队仅能注册一名来自港澳台地区
的球员（俱乐部仍与港澳台地区球员
合同有存续关系的除外），因此在
2018-2019赛季结束之后，合同已经
到期的林志杰必须离开球队。毕竟浙
江广厦队中另一名来自台湾地区的球
员刘铮仍是当打之年，而林志杰已经
37岁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
都认为林志杰离开广厦之后就彻底告
别CBA。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林志杰如
果自己有意在CBA效力，下赛季根本
不缺下家。据悉，林志杰下赛季很有
可能效力于四川男篮。

上个赛季，四川男篮致力于全面
年轻化、培养本土球员，这一初衷是很
好的，但是步子迈得太大，导致球员青
黄不接，成绩也不够理想。痛定思痛，
四川男篮的管理层也在赛季之后做出
了反思，做出了要大力引援，帮助年轻
人成长的决定。

四川男篮董事长耿洁在接受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俱乐部的确有
这个意向，希望能够引进林志杰。虽然
一些人认为林志杰的年龄过大，但是从
他比赛的状态来看，整体还是很不错
的，而且队里也需要这样的球员。”

不过耿洁再三提到，双方目前只
是在接触的阶段：“说实话，现在八字
还没一撇呢，不少球队其实都跟他有
接触。有年轻人的球队其实都很想招
揽林志杰。这名球员作风硬朗，思想
上也很端正，而且虽然年龄不小了，但
是状态保持得很好。”

的确，林志杰在2018-19赛季场
均还可以为广厦贡献7.8分 2.9个篮
板1.9次助攻，绝大多数时间都能进
入教练的首发阵容。因此即便是下赛
季就要年满37，但是进入中下游球队
打球一点问题都木有。

据浙江媒体透露，实际上广厦对
于这名老将根本舍不得，如果不是因
为中国篮协关于港澳台地区球员的规
定，林志杰仍旧有机会留队。

另外，除了四川男篮之外，还有另
外两三家俱乐部对于林志杰也表现出
了极大的兴趣，用“哄抢”一词都不算
夸张。

“我只能说，现在正在接洽之中，
希望林志杰最终能够为四川队效力。”
耿洁这样补充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