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欧冠半决赛次回合，尤文客场11平皇马，总比分
32晋级。去年7月18日，在尤文图斯宣布以2000
万欧元的价格引进莫拉塔的时候，没有哪个人会相信，
10个月之后，莫拉塔在半决赛两回合各进一个球，
让皇马无缘与巴萨在柏林上演西班牙国家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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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我们世界杯的目标
是晋级八强。”昨日，中国女足主
教练郝伟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今天，中国女足25名队员将前往
美国西雅图备战世界杯的第二期
集训，其中就有河南的两名队员
雷佳慧和娄佳惠。

6月6日，2015年加拿大女足
世界杯将拉开帷幕。

女足赴美
备战世界杯
河南2队员入选

莫拉塔出生在马德里，16岁
进入皇马青训，在卡斯蒂亚度过
6年。弗洛伦蒂诺的银河战舰，
被自己的青训弃将摧毁，这本身
就是天大的讽刺。

莫拉塔连续刺杀老东家，让
皇马球迷很受伤。莫拉塔被换
下时，伯纳乌球迷发出嘘声。尤
文中锋还是感到有些伤心。“我
没有庆祝，我只是完成自己的工
作，我是尤文球员，球迷不应该
这样。”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两个
进球，都是发生在对阵老东家身
上，莫拉塔一定会百感交集。

李文

弑杀旧主

深受“自家人”之苦，痛定思
痛后，皇马开始要求那些希望购
买或租借球员的俱乐部必须接
受一种回避条款：将自家球员让
给对手时，皇马会设立禁止球员
在对阵皇马时上场，或者上场必
须支付费用的条款。

然而，莫拉塔成为“漏网之
鱼”。据悉皇马曾经试图在莫拉

塔的合同里添加回避条款，对
此，意大利俱乐部断然拒绝，因
为他们已经开出了一个皇马可
以接受的价格，并且皇马还拥有
两年的回购条款。而皇马卖人心
切，也就不再坚持，同时也心存侥
幸，认为在欧冠碰上尤文图斯属
于小概率事件，然而小概率变成
了对皇马百分百的绞杀。 塞文

在伯纳乌球场，C罗点球首
开纪录，10的比分意味着，皇马
将以客场进球优势晋级决赛。
然而下半场没多久，身材高大的
莫拉塔乱军之中胸部停球，
12米处左脚破门。

离开皇马之后，莫拉塔
诉苦：“主帅安切洛蒂从来都
不给我机会，我不明白！”这
不仅仅是安切洛蒂的责任，皇马
主席弗洛伦蒂诺的巨星政策，意
味着贝尔、C罗、本泽马铁定首
发，莫拉塔只有坐穿板凳的命。
离开皇马，才是莫拉塔最明智的
选择。

埃托奥：
皇马要向巴萨致敬

1997年，年仅16岁的埃
托奥和皇家马德里签订了工
作合同，但一直过着租借漂泊
的生活。2004年夏天，埃托奥
加盟皇马死敌巴萨，从此踏上
巨星之路，因此每每遇到皇
马，埃托奥都杀得兴起。

2004赛季巴萨获得联赛
冠军，在诺坎普球场举行的庆
祝大会上，当着10万名观众，
埃托奥在麦克风前不断重复
着一句话：“混蛋皇马！向巴
萨致敬！” 塞文

莫拉塔两回合均攻破皇马大门

巨星政策的牺牲品

出自皇马青训营

莫拉塔躲过回避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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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55027807保密婚查取证找人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婚姻劳动律师 15238093660
●正规刑商律师18903716695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辩护、交通事故55521880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13283808650
●保密婚查定位找人收购债

权难事帮办18697337007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要账定位找人13213205050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要账专家86169619
电话：15538167775
成13223071110收
胜龙★收账

事成收费13523525159
全国收购债权
退伍军人帮收欠款难事帮办

快速找人婚查18539562838

■成功收费■
专业针对各类现金借款工程

款合同款担保公司欠款快速

找人,保密婚查，诚信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15136124332
安阳濮阳鹤壁市15136241572
焦作洛阳三门峡15136241573
许昌南阳平顶山15136194216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郑州西区电话：13071022966
北区电话：13937137327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13939006684成付

13015500011：大账
400-093-176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成13015506677付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针对个人借款工程款

投资担保，实力见证，一次

合作，终身朋友，欢迎加盟

郑州周边城市：15093301233
安阳濮阳鹤壁：15038051101
许昌平顶山周口：15981880092
洛阳焦作三门峡：13683823362
南阳驻马店信阳：15838206311
诚18538729110速
律师快速要账

8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西区电话：15838036875
花园路电话：13523067500
紫荆山路电话：15638176869
东区电话：13027788886
闪15538250011办
收购债权

快速合法13903821300
要账18530015557
抵押贷款

《快贷》567055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贷款快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急用钱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许可证●环评63910208

●QS●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上门快办公司61350555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企业上市服务13503711111
●7天注册公司15515501559
免费注册公司18203677774
专办投资公司15225177774
●低价●记账●注册65593711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资质换证代理1509328144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3203814556
防水●公路●水利56755093
速办公司65251888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6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860999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188
承装●承修●承试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63610399
园林●水利●环保63863366
14年真诚服务！

工商专家55222911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55058991
三级■增项专线550589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55058993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许可

证八大员特种工三类人员技

术工人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昨晚，苏迪曼杯在东莞展开
四分之一决赛。在与德国队的比
赛中，张楠/赵芸蕾、林丹和张楠/
傅海峰均以直落两局的表现战胜
各自对手，中国队以30横扫德国
队率先进入四强。 新体

简讯

河南男篮热身
负美国劲旅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昨晚，河南赊店老酒
男篮在郑州大学体育馆与美国
NBDL明星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结果以93105不敌对手。

新赛季的全国男子篮球联赛
（NBL联赛）将于7月份开战，在此
之前，河南赊店男篮还将迎来多
场热身赛。新赛季，河南赊店男
篮已将主场设在位于郑州的河南
省体育馆。

1997 年，21 岁的莫
伦特斯加盟皇马，与劳尔
组成黄金搭档。然而随
着罗纳尔多的加盟，莫伦
特斯不得不坐穿冷板

凳。2003年夏天，莫伦特斯被
租借到摩纳哥。

随后的那个赛季，法甲球
队和银河战舰在欧冠1/4决赛
中相遇，莫伦特斯在两场比赛
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将老
东家淘汰出局。在那一刻，他
说，“我的感情是分裂的。”

反戈，这或许是足坛一个永远不过时的主题，背叛、恩怨、争
斗、对抗……事实上，仅在弗洛伦蒂诺执政期间，就有路易斯·加
西亚、埃托奥、穆尼蒂斯、莫伦特斯和巴尔多等多名前皇马球员先
后给“银河战舰”反戈一击，这其中以莫伦特斯和埃托奥最出名。

莫伦特斯：
我的感情是分裂的

皇马屡遭反戈一击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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