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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月28日电（记者 朱翃
郭敬丹）28日，上海上港足球俱乐部官宣，
球队核心球员武磊正式转会加盟西甲联
赛的皇家西班牙人俱乐部。

记者从上港俱乐部获悉，双方签订的
是一份“2＋1”合同，武磊将在肩部伤势康
复后，站上欧洲五大联赛的竞技场。

上港俱乐部表示，已与西班牙人俱乐
部达成一致，球队前锋、国脚武磊将以转
会的方式登陆西甲，在本年度冬季转会期
加盟西班牙人队。

现年 27岁的武磊出自足坛名宿徐根
宝的崇明青训基地，14岁零 10个月时，他
第一次代表上海东亚（上港足球俱乐部前

身）在乙级联赛中出场，创造了中国足球
职业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纪
录。武磊已连续五年获得中超本土最佳
射手称号，是上港队的锋线核心。2018
赛季，他和球队一起捧得俱乐部历史上第
一座中超联赛冠军奖杯，同时斩获中超

“最佳射手”和“最佳球员”两项大奖，并超
越韩鹏成为中超历史射手榜第一人。

对于登陆欧洲联赛，武磊之前的态度
是帮助上港拿到冠军后再考虑。随着上
港夺取中超冠军，他出国踢球的前提条件
已经满足。虽然将面临种种挑战，但武磊
一直心怀征战世界顶级联赛的梦想。

上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 28 日表示：

“去五大联赛踢球，一直是武磊的梦想。
他是俱乐部的核心球员，我们虽然也有些
纠结，但还是全力支持他去，让优秀的中
国球员到世界顶级联赛去闯一闯。”陈戌
源表示，只要对球员个人职业生涯有益，
对中国足球发展有益，俱乐部都将全力支
持，“我们也希望俱乐部将来有更多的本
土球员能够登陆五大联赛”。

据了解，在亚洲杯开始之前，上海上
港与西班牙人已经就武磊转会一事保持
紧密联系，当时还有其他欧洲俱乐部对武
磊抛出了橄榄枝。虽然武磊在亚洲杯中
受伤，但他的精彩表现和顽强的意志力让

西班牙人坚定了引进武磊的决心。
记者了解到，在西班牙人效力期间，

武磊的妻儿将陪伴左右，与他一同面对新
环境、新赛场的种种挑战。武磊也表示，
虽然出国踢球会面临许多困难，“但我此
前一路走来也曾面对过很多困难，这让我
在选择这条路时，有坦然面对一切的心
态。我将尽快康复并积极与球队磨合，期
待尽快获得出场机会”。

西班牙人是西甲老牌俱乐部，曾获得
过西班牙国王杯冠军，但近年来球队成绩
一般，处于西甲中下游水平。武磊的加盟
将让球队的锋线实力得到补充。

北京时间
昨天凌晨，西
班牙人队在西
甲联赛中主场
2∶4不敌皇家
马德里队。武
磊的到来能对
这支年年保级
的中下游球队
带来帮助吗？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刘超
峰）1 月 27 日，2019 央视春晚在
央视一号演播厅进行第二次带观
众彩排。观众喜爱的相声演员岳
云鹏、孙越亮相春晚后台，虽然有
工作人员严密“保护”，还是引起
了不小的“骚乱”。据了解，在猪
年春晚的舞台上，只有 7 个语言
类节目过了最后的审批，德云社
的岳云鹏、孙越登上春晚舞台几
成定局，他们将表演一个与中国
传统文学有关的相声，从表演效
果来看相当不错，两人精彩的配
合与幽默的演出不时激起观众的
掌声和阵阵欢笑，而小岳岳表演
的内容依然不改熟悉的“贱样”。

作为近年来相声舞台上人
气最旺的演员，岳云鹏将再度
上春晚的消息传出之后，让众
多 相 声 迷 兴 奋 不 已 。 前 天 下
午，二次联排于两点正式开始，
不到 1 点，岳云鹏就来到央视演
播厅，为节目做准备。“小岳岳”
一现身，马上引来了等待入场
的观众和正在候场的演员们的
追捧。粉丝们兴奋不已地跑上
前要求合影。而此时的岳云鹏
则 一 改 舞 台 上“ 贱 兮 兮 ”的 风
格 ，报 以 腼 腆 的 微 笑 ，一 边 走
着，一边尽可能满足旁人合影
的要求。而一个多小时后，当
他和搭档孙悦换好演出服，再

度经过演员通道前往演出现场
的时候，则受到了工作人员的
严密保护，在一干粉丝的注目
礼中，两人快速通过。

岳云鹏，1985 年 4 月 15 日
出生，河南濮阳人，德云社青年
相声演员、中国大陆影视男演
员。 岳云鹏第一次登上春晚是
在 2014 年，与大鹏、华少、蔡明
等一起演出小品《扰民了你》，该
节目还获得了当年春晚节目三
等奖。2015 年，岳云鹏与孙越
表演的相声《我忍不了》再次登
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
舞台，今年将是岳云鹏第三次登
上春晚舞台。

岳云鹏：春晚本色出演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刘超
峰）每年的大年三十，全国人在
守岁的时候必看的节目，非春晚
莫属。春节联欢晚会从开播到
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大，每年看
春晚，甚至已经成了无数华人的
习惯。对于任何人来说，能够登
上春晚的舞台是莫大的荣幸。

27 日 ，央 视 春 晚 已 经 进 行
二次联排，大多数明星基本全
部亮相。二十多天前，网络上
疯传了一份央视 2019 年春晚节
目单。这份节目单曝光了刘德

华、陈佩斯、赵本山等明星要在
今 年 央 视 春 晚 表 演 节 目 的 信
息。这份节目单一出现，立即
引起许多观众强烈关注。然而
央 视 春 晚 第 二 次 带 妆 彩 排 之
后，他们没有参加，看来观众要
在春晚看到他们的表演，估计
已经很难实现了。

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人在春
晚上给观众们带来了很多经典
的作品，直到现在也是百看不
厌。可是由于年龄等各方面原
因，最近的这些年里，陈佩斯、

朱时茂这一对老搭档却再也没
有上过春晚了。昨天，记者了
解到，陈佩斯目前在北京忙着
演新话剧；刘德华因前不久香
港个唱生病，正在家中调养身
体；而赵本山则在辽宁沈阳筹
备喜剧、新影视剧。据悉，刘德
华、陈佩斯、赵本山等几位“老
春晚”表示，央视春晚现在应该
让更多优秀的年轻演员亮相，
让年轻演员来展现风采，届时
他 们 将 会 准 时 守 候 在 电 视 机
前，收看央视 2019 年春晚。

陈佩斯今年不来了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昨日，
电影《新喜剧之王》曝光出王宝强
重回北京电影制片厂特辑。王宝
强一身朴素来到北影厂中追忆起
自己当年的龙套生涯，“为了拍
《大腕》，怕第二天赶不回来就靠
在这棵树上睡觉。”王宝强还透

露，在 2000年能够有勇气来到北
京追梦也是受到了周星驰自编自
导的《喜剧之王》影响。“1999 年
我看了《喜剧之王》，2000年我就
来到这里当群演了。”

在当群演时，王宝强也会像
很多人一样展现出自己的本领和

特长。“因为我会武术，就在门口
这里展现，练武。”此外，他还表示
《喜剧之王》一直是他的追梦动
力。“每一个群演都是尹天仇，很
多跑龙套的都受到尹天仇一样的
困难。从当年在这里跑龙套，再
到主演《新喜剧之王》，《喜剧之
王》一直激励着我们！”《新喜剧
之王》讲述了龙套演员不断努力
追梦的故事。在故事中有很多戏
中戏的桥段，王宝强坦言影片中
自己有不同的造型和服装，自己
每天至少 20条的拍摄，最多一次
多达 50 条。他相信经过努力的
成果将会给观众带来很多的惊
喜。同时，他还透露影片十分正
能量，“虽然过程是残酷的，但是
只要努力奋斗不投降，你就是成
功的。”有网友表示：“星爷能够选
择龙套出身的王宝强出演《新喜
剧之王》，他的用意也是在告诉大
家，努力奋斗就会有希望！”

《新喜剧之王》发布王宝强特辑

来自塔沟的学员表演团队正为春晚挥汗苦练。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摄

2018~2019 赛季全国男子排球超级
联赛半决赛目前激战正酣，在上海男排征
战四强赛的阵容中出现了一个让人熟悉
而又陌生的身影，他就是河南天冠男排少
帅崔建军。并非上海男排队员的崔建军
怎么会披上上海队“战袍”？已经退役的
他又怎会再度披挂上阵？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昨日采访了崔建军。

“上海男排是我国男排联赛常年的冠
军之师，这支队伍身上有很多地方需要我
和河南男排去学习，‘加盟’这支队伍可以
让我学习到很多经验。”崔建军说。

上海男排主帅沈琼也是一位年轻教
练，在国家队时他和崔建军搭档起了中国
男排的主攻线，长期的并肩作战也让两位
实力派主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加盟上
海男排也是出于情谊。”崔建军说。

跟随国家队征战十余年，崔建军担任
过中国男排的队长，并在北京奥运会时带
领中国男排创造过并列第五名的历史最
佳战绩。其实他原本可以选择功成身退，
但是对于排球的执着让崔建军一直坚持
了下来。2017年全运会结束后，他通过竞
聘成为河南男排的主教练，成了继沈琼之
后全国男排超级联赛中最年轻的主教练。

上赛季联赛中段接过河南男排帅印

的崔建军带领球队最终获得了第九名，他
深知若想让一支年轻的队伍尽快成长，就
必须经过高水平比赛的历练。于是，在本
赛季男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33岁
的崔建军选择了复出，5场比赛砍下 110
分，惊艳的表现让大家眼前一亮，河南男
排在他的带领下如愿闯进八强。“我们的
队伍太年轻了，需要有人带一带，只有打
到八强，才能和高水平对手同台竞技，所
以我选择了复出。”到了八强赛，崔建军便
退居幕后，让队中的年轻人在与高手充分
过招中积攒经验提升实力。尽管在八强
赛中没有上场比赛，但是上海男排主帅对
于好朋友崔建军的实力完全了解，于是他
在带领球队八强赛客战河南男排的比赛
时向崔建军抛出了四强战“二次转会”的
橄榄枝。

2008~2009赛季联赛，河南男排在总
决赛中与上海男排相遇，最终由于实力上
的欠缺而获得亚军，这也是河南男排在联
赛历史上获得的最佳战绩。一晃十年过
去了，崔建军追逐联赛冠军的梦想一如既
往，“加盟上海男排，是一种尝试，我想试
试看，自己在 30多岁的时候，在决赛赛场
是否还能有所作为。只要打得动，我会一
直坚持下去。也希望能实现自己夺取联
赛冠军的梦想。”崔建军坚定地说。

“即便本赛季随上海男排夺冠了，我
的身份还是河南男排主教练，我的下一步
主要工作就是当好教练员，把短暂‘加盟’
上海男排后学习到的经验带回去，帮助河
南男排尽快进步。但愿有一天，我能把家
乡的队伍带到上海男排那样的高度！”崔
建军最后满怀期待地说。

“加盟”上海男排

崔建军练级逐梦两不误
本报记者 陈 凯

1月27日，尤文图斯队球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比
赛中射门得分。当日，在2018~2019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第21轮比赛中，尤文图斯队客场以2∶1战胜拉齐奥队。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从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
理中心获悉，在日前于香港结束的2019年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
港站的比赛中，我省身披国家队“战袍”的女将郭裕芳表现出色，
她与国家队队友林俊红、钟天使一道勇夺本站比赛女子团体竞
速赛冠军，这也是郭裕芳在场地自行车亚锦赛该项目夺冠后，连
续在第二场国际赛事该项目比赛中折桂。

本次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的比赛，共吸引了40多个国
家和地区 40多支队伍的 400余名男女运动员参赛。值得一提
的是，为了让更多喜欢场地自行车项目的选手参与其中，场地自
行车世界杯不仅有专业队参赛，而且世界各地高水平职业俱乐
部队伍也能参与其中。中国场地自行车队共派出了 30多名男
女运动员参加本次香港站的比赛，其中有 8名选手来自河南。
参加完本月中旬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场地自行车亚锦赛后，郭
裕芳便随国家队一同转战香港参赛，比赛中她与林俊红、钟天使
延续了良好的竞技状态，最终夺得本次香港站女子团体竞速赛
的冠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男运动员郭亮在本次香港站男子
15公里捕捉赛中，力压来自美国、法国、白俄罗斯、意大利等国
的 19位高手，斩获一枚宝贵的金牌，帮助中国场地自行车男队
时隔9年之后，再度在国际大赛中折桂！此外，中国队徐超还获
得了本站比赛男子争先赛的一枚铜牌。

场地自行车世界杯香港站
河南郭裕芳团体竞速折桂

官宣官宣：：武磊加盟武磊加盟
西甲西班牙人队西甲西班牙人队

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 NBA常规赛27日进行了9场比
赛，近来状态神勇的哈登砍下 40分 11个篮板 6次助攻，率领火
箭103∶98逆转魔术；“泡椒”保罗·乔治得到36分并命中关键远
投，帮助雷霆守住领先优势，以118∶112小胜雄鹿。

魔术开场手感火热，福尼耶、奥古斯丁连续命中远投，阿隆·
戈登与西蒙斯也接连跳投得手。火箭仅依靠哈登个人强攻得
分，首节以18∶34落后。次节，伤愈回归的保罗策动一波7∶0的
攻击，哈登连续助攻法里德扣篮，火箭将分差迫近至4分。但武
切维奇和奥古斯丁的内外夹击帮助魔术在半场结束时以61∶53
守住领先。

易边再战，魔术继续多点开花，阿隆·戈登的中远投和武切
维奇的篮下强攻帮助魔术再度领先15分。埃里克·戈登远投得
手，保罗抛投命中，魔术以82∶74领先进入末节。末节，保罗、格
林连中远投，火箭扳平比分。最后 2分钟，哈登接管比赛，远投
得手后再发后撤步跳投大招，连得5分帮助火箭锁定胜局。

客场作战的雄鹿开场攻势凶猛，洛佩兹远投得手，“字母哥”
安特托昆博两罚全中，打出 8∶0的开局。保罗·乔治里突外投，
率队打出一波11∶0，雷霆以 31∶25领先首节。次节，保罗·乔治
两度命中远投，而雄鹿当家球星“字母哥”却状态低迷，连遭封
盖。半场结束时，雷霆以56∶42领先。

易边再战，雄鹿在场上依旧被动，雷霆领先一度达 19分。
此后，米德尔顿外线频频发炮，雄鹿打出 15∶3迫近比分。好在
保罗·乔治与施罗德用三分球为雷霆止血，主队以89∶79领先进
入末节。末节，“字母哥”率队打出一波 7∶0和一波 15∶5，将分
差追至3分，但状态神勇的保罗·乔治挺身而出，先是隔扣“字母
哥”，随后命中关键远投，帮助雷霆以118∶112笑到最后。

其他比赛中，国王 108∶122负于快船，猛龙 123∶120险胜
独行侠，爵士 125∶111战胜森林狼，奇才 119∶132不敌马刺，热
火106∶97赢下尼克斯，太阳102∶116负于湖人。

NBA：哈登40分火箭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