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 组积分榜组积分榜

排名 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球 积分

1 阿联酋 1 1 0 3 1 2 4

2 印度 1 0 1 4 3 1 3

3 泰国 1 0 1 2 4 -2 3

4 巴林 0 1 1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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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2日 星期六 责编 / 煊云 校对/ 心雅

1月12日

19:00 越南VS伊朗（D组）

21:30 也门VS伊拉克（D组）

1月13日

00:00 黎巴嫩VS沙特（E组）

19:00 朝鲜VS卡塔尔（E组）

21:30 阿曼VS日本（F组）

今 明赛程

亚洲杯小组赛第三轮 1月16日 21:30 中国VS韩国（C组）

昨昨 日战报日战报
A组：阿联酋2：0印度
B组：巴勒斯坦0：3澳大利亚
C组：中国3：0菲律宾

射射 手手 榜榜
（截至1月12日 00：00）

2球：武磊（中国）、于大宝（中国）、桑利·切特里
（印度）、梅赫迪·塔雷米（伊朗）、大迫勇也（日本）

1球：黄义助（韩国）、哈尔范·穆巴拉克（阿联酋）、
阿里·马布霍特（阿联酋）、阿波斯图罗斯·吉安努（澳
大利亚）、杰米·麦克拉伦（澳大利亚）、哈尔范·穆巴拉
克（阿联酋）、穆罕纳德·阿里（伊拉克）、阮公凤（越
南）、阿里·阿德南·阿尔·塔梅米（伊拉克）、胡曼·塔里
克·法拉伊（伊拉克）、巴桑·希沙姆（卡塔尔）、阿尔莫
埃斯·阿里（卡塔尔）、穆萨·塔马里（约旦）、松克拉辛
（泰国）、塔里克·哈塔布（约旦）、阿克力丁·伊斯莱洛
夫（吉尔吉斯斯坦）、阿斯坎·德贾加（伊朗）、萨达尔·阿
兹蒙（伊朗）、萨曼·古多斯（伊朗）、阿尼鲁德·塔帕（印
度）、莫哈梅德·阿尔·罗麦西（巴林）、当达（泰国）、杰杰·
拉尔佩克卢阿（印度）、阿纳斯·巴尼·雅辛（约旦）、艾哈
迈德·哈利尔（阿联酋）、萨勒姆·阿尔达瓦萨里（沙
特）、堂安律（日本）、阿尔斯兰米拉特·阿玛诺夫（土库
曼斯坦）、奥迪尔·艾哈迈多夫（乌兹别克斯坦）、穆罕
默德·阿尔·法蒂尔（沙特）、法哈德·穆瓦拉德（沙特）、
埃尔多尔·绍穆罗多夫（乌兹别克斯坦）、穆桑·阿尔·
加萨尼（阿曼）、哈坦·巴赫布里（沙特）、阿赫梅特·阿
塔耶夫（土库曼斯坦）

排名 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球 积分

1 约旦 2 0 0 3 0 3 6

2 澳大利亚 1 0 1 3 1 2 3

3 叙利亚 0 1 1 0 2 -2 1

4 巴勒斯坦 0 1 1 0 3 -3 1

BB 组积分榜组积分榜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0 日电
NBA 常规赛 10 日继续进行，马刺
在主场与雷霆大战两个加时赛，最
终以 154：147 艰难取胜，送给雷霆
三连败。

在马刺与雷霆的比赛中，阿尔
德里奇砍下职业生涯新高的56分，
为马刺得胜起到关键作用。本场
比赛前三节，马刺一直处于领先。
第三节结束时，马刺以 105：93 领
先。第四节，雷霆在威斯布鲁克的
组织下展开反击，并最终在第四节
结束时将比分扳至130：130。第一
个加时赛，阿尔德里奇一度帮马刺
领先4分，但关键时刻威少再次发
挥重要作用，双方再次战平。第二
个加时赛，怀特和德罗赞接连得
分，使马刺领先5分，并掌控场上局
势最终获胜。

其他战报
热火115:99凯尔特人
掘金121:100快船
国王112:102活塞
1月12日
08:00 老鹰VS76人
08:00 雄鹿VS奇才
08:30 步行者VS尼克斯
08:30 篮网VS猛龙
09:00 独行侠VS森林狼
09:00 骑士VS火箭
11:00 黄蜂VS开拓者
11:00 湖人VS爵士

CCTV-5
11:30 公牛VS勇士
1月13日
04:30 活塞VS快船
06:00 灰熊VS热火
08:00 凯尔特人VS魔术
09:00 马刺VS雷霆

CCTV-5
09:00 鹈鹕VS森林狼
10:00 掘金VS太阳
11:00 公牛VS爵士
11:00 黄蜂VS国王

英超英超
1月12日

20:30 西汉姆联VS阿森纳

23:00 布莱顿V利物浦

1月13日

01:30 切尔西VS纽卡斯尔

1月14日

00:30 热刺VS曼联

1月15日

04:00 曼城VS狼队

西甲西甲
1月13日

19:00 马德里竞技VS莱万特

1月14日

01:30 巴塞罗那VS埃瓦尔

03:45 皇家贝蒂斯VS皇马

法甲法甲
1月13日

00:00 亚眠VS巴黎圣日耳曼

意大利杯意大利杯
1月13日

01:00 桑普多利亚VS AC米兰

03:45 博洛尼亚VS尤文图斯

1月14日

01:00 国际米兰VS贝内文托

CBACBA星锐赛星锐赛
1月12日 18:00

大学生国家集训队VS南北星锐队

CBACBA全明星正赛全明星正赛
1月13日

19:00 北方明星VS南方明星

新华社悉尼1月11日电 31
岁的英国网球名将安迪·穆雷 11
日在墨尔本表示，由于受臀伤困
扰，他考虑在今年结束自己的职业
生涯。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穆雷情绪
低落，几次潸然落泪，甚至不得不
短暂离开发布会现场以平复心情。

穆雷和德约科维奇、费德勒、
纳达尔并称为男子网坛“四大天
王”。他曾在 2012 年收获美网男
单冠军，在 2013 年和 2016 年夺得
温网男单冠军，还曾两度获得奥运
会金牌。2016年，穆雷的排名曾达
到世界第一。

但是，持续的伤病给穆雷的职

业生涯带来巨大困扰，去年澳网穆
雷本已宣布参加，但最终因伤退
赛。

“20个月来我一直饱受伤病折
磨。我几乎尝试了所有方法，但都
不太成功。我现在比 6 个月前要
好一些，但还是很痛苦，真的太难
了。”穆雷说。

穆雷希望以今年的温网比赛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但
他坦承，不确定自己的身体状态
是否能够坚持到那个时候。“我跟
团队说我会努力坚持到温网，我
希望在那里结束职业生涯，但我
不确定自己能否坚持到那个时
候。”他说。

英国网球名将穆雷 考虑今年退役

武磊梅开二度 国足挺进16强

马刺送给雷霆三连败

西班牙国王杯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战报：巴萨1：2莱万特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1日消息，依靠武磊
的两记精彩入球以及于大宝的一记头槌破门，国足以
3：0轻取菲律宾队，成为继约旦队之后第二支率先锁
定16强席位的队伍。虽然现在尚无法保证能否以头
名晋级，但6分在握的国足已经抢占了有利位置。

2：1击败吉尔吉斯斯坦、3：0战胜菲律宾，国足提
前一轮小组出线，最后一轮与韩国队的胜负或许只涉
及小组排名，也就是关乎到国足在淘汰赛阶段的晋级
之路。

国足如果能够以C组头名出线，他们将在八分之
一决赛中遭遇A组/B组/F组的小组第三，目前A组形
势较为混乱，阿联酋、印度、泰国甚至巴林都有可能晋
级，当然泰国队落在小组第三的可能性稍大一些。B
组能占据小组第三的可能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队的
其中一支，至于F组，由于第二轮尚未进行所以预测为
时尚早，不过从首轮表现来看，土库曼斯坦和阿曼可
能落在小组第三的位置。整体来说，如果能够以C组
头名出线，那么国足在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还是相对
偏弱的。

如果国足以C组第二身份晋级，那么首轮淘汰赛
的对手是A组第二，有可能是之前在热身赛曾与国足
交过手的印度队。当然若是将眼光再放远一些，那么
国足拿到小组第一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是以小组
第二晋级，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有可能会遇到D组
头名，也就是说有可能碰上状态不俗、整体实力强劲
的伊朗队。

国足力争小组头名

淘汰赛或遇淘汰赛或遇印度印度

里皮：中韩之战考虑轮换中韩之战考虑轮换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1日消

息，国足在亚洲杯第二场小组赛中以3：0
轻松战胜菲律宾，提前一轮出线。赛后里
皮表示，在提前出线的情况下，中韩之战
会考虑对主力阵容进行轮换，同时他再次
强调，中国队只要踢出自信，应该不惧怕
亚洲范围内任何对手。

对于球队的表现，里皮表示：“我们踢
出了积极的比赛，打出了侵略性，并收获
了一场胜利，祝贺我的球员。”

当被问及武磊是否应该去欧洲发展
时，里皮说道：“对于他去欧洲踢球的想
法，我希望他能去一个适合他特点的球
队，发挥出他的特点，对于他将来会有更
大的提升。”

如今球队已经出线，是否会在第三场
比赛作出调整时，里皮表示：“理论上我们
已经小组出线，我们有部分球员有伤在
身，我可能会在第三场比赛中进行轮换，
让他们得到休息。”

对于本场比赛获胜之后，球队的士气
和信心都有所回升，以及对本届杯赛是否
会有更高的目标时，里皮表示：“我对球员
的要求首先是小组出线，此外我看重的是
球员个人表现，只要他们踢出自信心，打
出整体足球，那么在亚洲范围内，任何对
手我们都可以拿下。”

菲律宾主帅埃里克森则在赛后表示：
“祝贺中国队！我还是为我的球员的表现
感到骄傲，赛前我告诉过我的队员，于大
宝、郜林和武磊这三名队员都非常有威
胁，但我们还是没有防守住对手。我们踢
得也不错，应该有进球。接下来还有第三
场，让我们看看第三场会怎么样。”

新华社阿布扎比1月11
日电（记者树文 苏小坡）国
足很长时间没有这么轻松过
了：面对上抢的菲律宾球员，
上半场出现过失误的守门员
颜骏凌还玩起了过人；谢场
时，国足队员高举双手，频频
和球迷互动几分钟……凭借
武磊的两粒进球以及于大宝
的继续神奇，国足11日在阿
布扎比以 3：0 完胜菲律宾，
率先挺进16强。

尽管上一场比赛中肩部
受伤，但新晋中超最佳射手
武磊此役依旧打开了进球账
户，他在第40分钟和第66分
钟连下两城，为中国队打开
胜利之门。有着福将之称的
于大宝也继续扮演杀手角
色，替补上场后第一次触球
就进球了。目前，武磊、于大
宝和伊朗的塔雷米、印度射
手切特里、日本的大迫勇也
均进两球领跑射手榜。

目前在 C 组中，中国队
两战全胜积6分。不管韩国
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比赛战绩
如何，按照本届亚洲杯的规
则，积 6 分的中国队都已确
保小组出线。

菲律宾队拥有超过 20
名归化球员，在亚洲杯首场
比赛中，尽管他们以0：1小负
韩国，但依旧给韩国队制造
了很大的麻烦，也让亚洲足
坛对其刮目相看。尤其是他
们的主教练埃里克森曾执教
过广州富力、上海上港以及
深圳队，可谓对中国足球非
常了解。所以，赛前舆论普
遍认为，中国队不会轻松赢
球，可是中国队却基本压制
了对手，双方的射门比是14：
4，菲律宾在下半场只有一脚
射门，还是在终场前不久禁
区外一脚毫无威胁的射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