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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队当地时间 2日在欧
洲冠军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比赛
中虽然以 2：4不敌主场作战的罗
马队，但仍然以两回合 7：6 的总
比分淘汰对手闯入决赛，并将与
前一天晋级的皇家马德里争夺冠
军。

这是利物浦 2007 年杀入欧
冠决赛后，11年中首次获得争夺
冠军的资格，而本赛季征战欧冠
联赛之路非常艰苦，他们从去年
8 月 15 日的预选赛开始，在主帅
克洛普带领下终于走到今天。这
是利物浦历史上第八次杀入欧冠
决赛。5 月 26 日，他们将在乌克
兰首都基辅迎战卫冕冠军皇马。

由于在首回合中以 5：2 大
胜，这场比赛本来并没有太大的
悬念，尤其上半场刚开始9分钟，
马内接菲尔米诺妙传再入一球
后，比赛似乎已经提前结束，但接
下来的情节完全出乎利物浦球迷
的预料。

第 15分钟，洛夫伦门前解围
打在米尔纳脸上，球飞入自家大
门，比分变成 1：1。随后魏纳尔
杜姆头球立功，利物浦以 2：1 再
度领先。四分之一决赛逆转巴塞
罗那的罗马队再一次上演了顽强
的反击。先是哲科在第 52 分钟
将比分扳平，第 86 分钟，纳英戈
兰再入一球，3：2，伤停补时第 4
分钟，纳英戈兰凭借点球再得一
分，罗马队以4：2领先，如果再进
一球，比赛将进入加时。可惜时
间不站在罗马这一边。

在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观赛
的 5000 多名利物浦球迷热烈庆
祝这场胜利，在利物浦主场安菲
尔德球场通过大屏幕观战的球迷
同样陷入疯狂。

利 物 浦 此 前 曾 在 1977、
1978、1981、1984 和 2005 年五次
加冕，如果下个月在基辅问鼎，克
洛普将成为第四位率领利物浦夺
得欧冠的主教练。

今年 50 岁的克洛普赛后接
受电视采访时说：“这场比赛太疯
狂了，对手采取了所有的冒险战
术，我们通过防守反击惩罚了他
们，我们被攻入一球。本来防守
反击是非常有威胁的，但我们之
后没有采取这种战术，我们有点
过于耐心了，通常我们会打得更
好。”

他还说：“对于很多球员来
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中的第
一次欧冠半决赛，因此有点紧张
是正常的，当然也有些过于兴奋，
比我希望的更加兴奋。”

克洛普还说：“我们百分之百
应该晋级决赛，这一切并不是靠
运气获得的，我们就只在今晚有
一点幸运，皇马昨天也是有点幸
运。我们接下来还有两场英超比
赛，我们会竭尽全力。”

他最后兴奋地说：“我都忘了
总比分，是 7：6 吗？令人难以置
信！”

4月16日晚开奖的体彩大
乐透第 18043 期，北京门头沟
区一购彩者仅花 30 元就独中
12注（其中 6注追加）一等奖，
奖金总额高达9921万元。4月
20日，一对退休夫妇来到北京
体彩中心，领取了这一北京体
彩史上单人最高奖。

据中奖老人介绍，4 月 15
日星期日上午他和老伴去超
市买食品，乘公交车来到双峪
环岛准备换车时，到附近的体
彩网点买了两张相同号码的
自选 6 倍单式大乐透票，一张
追加投注花了18元，另一张没
有追加花了 12 元。就是这两

张合计 30 元的彩票命中大乐
透“6亿元大派奖”第 3期的 12
注一等奖。

关于中奖彩票是如何选
号的，老人表示他都是自己选
号，看着顺眼就选了。大乐透
第 18039 期时，他自选了这注
号码，后面几期一直守号，中
奖的这期是守号第5期了。至
于为什么有 6 注没有追加投
注，老人表示就是为了凑整钱
数，省得找零钱了。 体彩

3 日，中国羽毛球队正式公
布了征战 2018 年汤姆斯杯和尤
伯杯赛的阵容。男女各 10 名选
手入选，既有林丹、谌龙、张楠、
李雪芮等中国队以往夺取两杯
的功臣，也有石宇奇、刘雨辰、
李俊慧、陈雨菲、陈清晨、贾一
凡等在里约奥运会后崛起的新
一代核心力量，更有郑雨这样
今年年初才开始在国际赛场有
精彩表现的新人。

据中国队单打主教练夏煊

泽和双打主教练张军介绍，汤
尤杯阵容的确定，首先由各单
项主管教练提名，之后教练组
综合队员的世界排名、对外战
绩、训练状况、临场关键时刻发
挥等整体表现，参考汤尤杯团
体赛的特点，进行充分沟通交
流，最终做出选择。阵容确定
后，交由中国羽协上报给世界
羽联，这一阵容可以说是目前
中国队的最强阵容。

中国队的汤姆斯杯阵容为男

单：谌龙、石宇奇、林丹、乔斌；男
双：张楠、刘成、李俊慧、刘雨辰、
郑思维、王懿律。尤伯杯阵容为
女单：陈雨菲、何冰娇、高昉洁、李
雪芮；女双：陈清晨、贾一凡、汤金
华、黄雅琼、黄东萍、郑雨。

2018 年汤尤赛将于 5 月 20
日至27日在泰国曼谷展开，中国
队此行的目标依然是冲冠。目
前，中国队正在武汉进行最后的
备战，并计划于 5月 17日直接从
武汉启程，奔赴曼谷。 新华

据台湾媒体报道，2018年
第 20 届台北电影节宣布开闭
幕片，开幕片由萧雅全导演入
围今年鹿特丹影展大银幕奖
的《范保德》担纲，这也是本片
的亚洲首映；闭幕片则是庄景
燊执导，集结 2017年台北电影
奖影帝吴慷仁、影后尹馨的

《引爆点》世界首映。
开幕片《范保德》剧情讲

述一段横跨台湾与日本的寻
父之旅，道出两代之间血浓于
水，又微妙难喻的亲情，不但
谈及父子、家庭，更喻示了台
湾历史。钢铁大叔黄仲昆展
现熟男魅力，与傅孟柏共演范

氏父子，庄凯勋、温贞菱、黄
健玮等皆有精彩演出。

闭幕片《引爆点》是导演
庄景燊的首部剧情长片，集结
吴慷仁、尹馨，以及演员姚以
缇、陈以文、徐诣帆等演出，张
艾嘉、廖庆松、马天宗三位王
牌监制共同制作。剧情描述
渔民阿海被发现在县长带领
的大规模的抗争活动中自焚
身亡，迅速成为舆论英雄。自
焚案的主办检察官金敏照不
敢轻忽，法医周建生解剖阿海
尸体后发现诸多疑点，进一步
调查发现更多疑问，于是展开
调查发现惊人真相。 新娱

猫眼最近因《后来的我
们》退票事件被推上风口浪
尖，昨天下午四点，猫眼召开

“媒体恳谈会”，与媒体沟通大
家共同关注的问题。COO康
利否认猫眼数据经过调整，称
大部分数据波动是由于误差
产生，更否认猫眼操纵大批量
退票，“为什么要在首日票房
2.8亿的情况下，去做一个影响
几百万票房的事情呢？”

“猫眼专业版是一个实时
查询的工具，但并不是国家权
威出口。我们根据算法模型
模拟出一个实时数据，并在第
二天中午跟国家专资办再去
核对，所以大部分数据波动都
是由于误差产生的。”

“猫眼为什么要在首日票
房 2.8 亿的情况下，去做一个
影响几百万票房的事情呢？”

“每家影院的排片都是经
营人员结合各种信息综合决
定的。未来几天的排片量也
不可能百分百释放，剩余场
次会根据预售情况来调，至
于会不会参考猫眼的数据，
都有可能。最终排片权都在
影城自己手里，影城会参考
猫眼的数据，也会参考所有
其他数据。”

关于退票事件会有什么
后续，猫眼表示除了当天发布
了新版客户端（可以查退票率
了）以外，还会继续与各个院
线核实数据，与各个相关方配
合主管部门调查，并期待主管
部门拿出处理结果。猫眼表
示会继续坚持做好一个服务
型公司，今后将努力提供更多
更透明的大数据、更好的产品
和服务。 新娱

利物浦总比分7：6淘汰罗马
欧冠决赛将对阵皇马

在遭到“不可思议”的错误判
罚、以总比分 6：7 负于利物浦无
缘决赛后，罗马队体育总监蒙奇
呼吁欧冠联赛必须引入视频助理
裁判。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中逆转淘
汰巴塞罗那的罗马，在半决赛次

回合中以 4：2 战胜利物浦，但仍
未能进入决赛。

赛后，蒙奇恭喜了利物浦进
入决赛，同时他表示，有必要分析
一下这场比赛里到底出了什么问
题。“裁判漏判了我们两个点球。”
他说，自己无法理解在如此重要

的比赛里，为何没有视频助理裁
判。

尽管国际足联已确定将在俄
罗斯世界杯上使用视频助理裁判
技术，但欧足联之前表示下赛季
的欧战赛场仍然不会启用。

综合新华社消息

自称没有动机操纵退票
猫眼否认数据经过调整

台北电影节曝开闭幕片
《范保德》《引爆点》亮相

北京老夫妇领走
大乐透9921万元奖金

罗马队总监呼吁欧冠联赛引入视频助理裁判

■ 相关新闻

汤尤杯国羽名单公布 老将新人共担重任

5月3日，中国队和奥地
利队队员赛后合影。

当日，在瑞典哈尔姆斯
塔德举行的2018年乒乓球世
界团体锦标赛女团四分之一
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
奥地利队，晋级四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