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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魔明晨欧冠主场死磕巴黎
欧冠 1/8 决赛首回合

2 月 13 日 04:00 曼联 VS 巴黎圣日耳曼

04:00

勇士险胜 湖人惨败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2 月 13 日凌晨，在
经历了两个月的休战之后，2018-2019 赛季欧洲
冠军联赛的比赛就将重燃战火，1/8 决赛第一比
赛日的比赛将全面展开争夺，最近状态无解的曼
联将在主场死磕大巴黎，罗马和波尔图之间的较
量则被看做是 1/8 决赛实力最接近的一组对决。
曼联 VS 巴黎圣日耳曼
欧冠淘汰赛抽签的时候曼联的帅位上还是
穆里尼奥，当时外界普遍认为大巴黎抽到了上上
签、大礼包。然而现在两个月过去了，红魔的主
帅已经换成了天选之子索尔斯克亚，在他的带领
下曼联已经重返英超积分榜的欧冠区，过去 11 场
比赛取得 10 胜 1 平的曼联已经是全欧洲最炙手
可热的球队。反观大巴黎，内马尔和卡瓦尼的受
伤将会让他们在客场进攻受阻，现在他们自己更
像是曼联的大礼包。
晋级形势：索帅在英超中安排林德洛夫和拉
什福德等多名主力轮休就是为了准备主场迎战
大巴黎的比赛，与曼联目前的兵强马壮相比，大
巴黎最近损兵折将，组织核心内马尔之前已经受
伤确认无法参加两队首回合的比赛，在上周的联
赛上卡瓦尼又受伤下场，大巴黎的三叉戟如今只
剩姆巴佩这一叉戟，而他在比赛中很可能要面对
老辣的阿什利·杨的防守。索帅需要进前四的时
候，曼城连续拿下阿森纳和切尔西狠狠地把他们
抬进了欧冠区。在欧冠淘汰赛来临之际，对手又
连伤两大进攻主力，这一切都让人感觉有些奇
妙，面对进攻能力大减的巴黎，曼联只要在主场
尽可能多的取得净胜球就将在两回合的比赛中
占得先机。
罗马 VS 波尔图
这是 1 /8 决赛中实力最接近、竞争最激烈的
一组对决，罗马是上赛季欧冠的四强球队，波尔
图则在小组赛场以不败的战绩夺得第一，昔日的
欧洲第一黑店本赛季再次崛起。与之相比，罗马
在近两个赛季也通过出售球员赚得盆满钵满，萨
拉赫、阿利森都让他们大赚，现在队内的土耳其
小将云德尔和小克鲁伊维特也是转会市场上的
红人。
晋级形势：上个赛季晋级欧冠四强让罗马在
欧冠奖金和转会市场上实现了双赢，本赛季球队
依然把欧冠的比赛当成他们的工作重点对待，这
让罗马在联赛中的成绩受到了影响，好在他们利
用欧冠休战这段时间奋起直追，目前他们距离意
甲欧冠区只有一分的差距。与之相比，波尔图虽
然是葡超的领头羊，但他们领先本菲卡的优势只
有 1 分。罗马为了欧冠可以战略性地放弃一两场
联赛，但波尔图却输不起，稍有不慎他们就会失
去争夺联赛冠军的主动权。罗马有望利用主场
优势在两回合的比赛中占得主动。

已报名参加 4 月马来西亚公开赛

李宗伟复出在即
新华社吉隆坡 2 月 11 日电（记者林昊）罹患
鼻癌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伟 11 日表示，
他将报名参加 4 月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
但之前会再次接受身体检查，以决定是否全面
恢复训练并参赛。
李宗伟当天进行了春节后的首次训练。他
在训练后对媒体表示，现在重要的依然是恢复
肌肉。当天他在场地训练了约 1 小时 15 分钟，
随后在健身房训练了 1 小时，
情况一切正常。
马来西亚羽毛球协会教练总监黄宗翰日前
表示，羽协方面将在 2 月 19 日截止日期前为李
宗伟报名参加 4 月初举行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
开赛，国家队方面也做好了李宗伟恢复全面训
练的准备。
对此，李宗伟 11 日表示，他将于下月接受
医生检查，听取关于自己进行全面训练的意见，
再尝试参加马来西亚公开赛。
“我必须慢慢地给
自己加压，当医生开绿灯的时候，我就会进行全
面训练。
”他说。
李宗伟在去年的马来西亚公开赛决赛中击
败现世界男单排名第一的日本选手桃田贤斗，
第 12 次获得冠军。但他不久后就查出患上鼻
癌并接受治疗，直到去年年底才开始逐渐恢复
训练。

罗马 VS 波尔图

在索尔斯克亚
的带领下曼联过去
11 场比赛取得 10 胜
1 平 ，已经是全欧洲
最炙手可热的球队。
最炙手可热的球队
。

卡瓦尼无缘欧冠 16 强战首回合

“大巴黎
大巴黎”
”
攻击线再受损
新华社巴黎 2 月 10 日电（记者苏
斌）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 10 日更新了
卡瓦尼的伤情评估报告，这位乌拉圭
前锋因右侧臀部伤势无法出战与英超
曼联队的欧冠 16 强战首回合比赛。
在巴西球星内马尔已经确定缺席的情
况下，
“ 大巴黎”攻击线又损失一员大
将。
卡瓦尼在 9 日的法甲联赛中点球
建功，帮助巴黎圣日耳曼主场以 1：0
小胜波尔多。然而此后不久他出现伤
情，
下半场刚开始就被换下。
《队报》10 日早些时候称卡瓦尼右
侧大腿肌肉撕裂，但根据俱乐部方面
的说法，
卡瓦尼是右侧臀部出现伤情。
“治疗方案以及缺阵期限将根据
未来几天的伤情评估结果决定。”巴黎
圣日耳曼俱乐部在声明中说。

卡瓦尼总共为巴黎圣日耳曼打入
192 球，是队史射手王，本赛季至今他
有 17 粒联赛进球入账。
巴黎圣日耳曼将于 12 日在欧冠
16 强战首回合比赛中客场挑战曼联。
按照俱乐部给出的时间，卡瓦尼不可
能赶上这场比赛。内马尔因右脚伤势
确定还将缺席两个月时间，卡瓦尼的
缺阵让球队攻击线再度蒙受损失。
锋线两员大将无法登场，
“大巴黎”
的欧冠征程又一次被打上问号。此前
两个赛季，
他们均止步于欧冠16强。
除了卡瓦尼，穆尼耶也无法在对
阵曼联的首回合比赛中出场。穆尼耶
9 日与波尔多球员卡马诺争顶头球时
受伤，
“ 大巴黎”称穆尼耶遭遇轻微脑
震荡，在下周末进行下一次检查前都
不能出战。

中国男篮公布 15 人集训名单

周琦领衔 阿联郭少无缘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2 月 11
日上午，中国篮协在官方网站上公布
了中国男篮 15 人集训名单，周琦和阿
不都沙拉木领衔出战，易建联、郭艾
伦则不在这份名单之列。此前主帅
李楠表示将多给新人锻炼的机会，还
要让周琦多出场比赛。
中国篮协官方宣布的这份 15 人
名单包括：翟晓川、方硕、吴前、刘志
轩、赵睿、任骏飞、阿不都沙拉木、胡
金秋、孙铭徽、于德豪、沈梓捷、陈林
坚、付豪、郭昊文、周琦。之前以主
力身份出战的易建联和郭艾伦则缺
席。
中国男篮以东道主身份早早锁
定 了 2019 年 男 篮 世 界 杯 的 参 赛 资
格。此前以完整阵容出战上一个窗
口期的世预赛时，中国队接连以 101：
52 狂胜叙利亚、72：52 大胜黎巴嫩。
此前主教练李楠表示，最后一个窗口
期的比赛将给予新人锻炼的机会，此
外还要一个计划，就是让现阶段无球
可打的周琦回来多打一些比赛。
来自八一队的年轻球员付豪、郭
昊文入选了此次 15 人大名单，他们将
可能获得出战的机会。此外，来自深
圳的年轻内线沈梓捷、来自福建的三
分射手陈林坚，也有机会在国际赛场
上一显身手。
根据赛程安排，2019 年男篮世界
杯预赛第六窗口期的比赛，中国队将
于 2 月 22 日客场挑战约旦队，2 月 25
日客场挑战叙利亚队。目前中国队取
得了6胜4负的战绩，
排在E组第3位。

随着本次入选集训名单、并将代
表中国男篮参加世预赛，周琦也终于
有球可打。他上一次打比赛还是
2018 年 11 月 21 日，当时，周琦代表毒
蛇队参加了在 NBA 发展联盟的比赛，
这也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最后一次参
加正式比赛，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 82
天，
接近 3 个月。
与此同时，本次世预赛也将是周
琦第一次在中国男篮独挑大梁，自
2014 年亚运会首次代表中国男篮出战
至今，
周琦从未有过独挑大梁的时候。
2018 年的亚运会上，周琦至少还
有丁彦雨航这样的搭档，如今，小丁
因为手术后还在康复训练无法参赛，
易建联、郭艾伦、周鹏、王哲林等主力
全部缺席，周琦也将第一次以唯一核
心的身份代表中国男篮参加国际比
赛。
对周琦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难得
的机会。难得在于他已经有很长一
段时间没有系统训练和比赛，自从被
火箭队裁掉后，他一直都处在找新东
家和自己训练的节奏中，最近才从美
国休斯敦飞回沈阳和辽宁队一起训
练。
另一方面，这也是周琦和其他球
员磨合、熟悉的好机会。自 2017 年组
建双国家队起，周琦因为在火箭队训
练和比赛就很少代表国家队参加比
赛，去年夏天的亚运会是他自 2016 年
后首次代表国家队参赛，而自进入
NBA 后，周琦和国内球员联手的机会
也仅存于在国家队一起比赛。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0 日电 美职篮（NBA）
10 日再战 5 场，5 支主队有 4 支获胜，但金州勇士
队和达拉斯独行侠队都赢得极为惊险，费城 76
人队则大胜洛杉矶湖人队，令后者的季后赛希
望又蒙上一层阴影。
坐镇主场的勇士队在对热火队的比赛中进
入状态非常慢，首节打了 7 分半钟他们才得到 7
分，以 7：26 大比分落后。最后一分钟他们回敬
了对手一波 6：0，但首节仍以 24：34 落后。此后
三节勇士逐渐恢复了进攻状态，三节过后一度
以 90：82 领先，不过最后一节热火表现得非常出
色，在比赛还剩 50 秒时以 118：115 反超。关键
时刻杜兰特三分命中追平比分。在最后一次进
攻中，考辛斯抢到前场篮板并造成对手犯规，他
随后两罚全中。最后 5.4 秒，热火三分不中，勇
士以 120：118 艰难拿下比赛。
此役，杜兰特砍下全场最高的 39 分，汤普森
和库里分别拿下
29 分和 25 分，令 5
其他战报
开拓者 101 ：102 独行侠 人 得 分 上 双 的 热
火徒呼奈何。理
太阳 104 ：117 国王
查德森拿到热火
魔术 124 ：108 老鹰
最高的 37 分，维特
2 月 12 日
斯和温斯洛分别
08:00 奇才 VS 活塞
08:00 黄蜂 VS 步行者
得 到 24 分 和 22
08:00 尼克斯 VS 骑士
分。
08:30 篮网 VS 猛龙
通过交易补
09:00 雄鹿 VS 公牛
强 的 76 人 队 迎 来
09:00 独行侠 VS 火箭
两连胜。虽然湖
09:00 开拓者 VS 雷霆
人新星库兹马全
09:00 快船 VS 森林狼
场砍下 39 分，詹姆
10:00 热火 VS 掘金
斯得到 18 分 10 个
2 月 13 日
篮板 9 次助攻的准
08:30 湖人 VS 老鹰
“三双”数据，英格
09:00 魔术 VS 鹈鹕
拉姆得到 19 分，麦
09:00 马刺 VS 灰熊
基 也 拿 到 21 分 13
09:00 凯尔特人 VS 76 人
个篮板，但糟糕的
11:30 爵士 VS 勇士
防守令湖人无法
从客场取得一场
胜利。湖人新援
CBA 第 39 轮今日
19:35 广厦 VS 浙江
布洛克首发出场，
19:35 同曦 VS 辽宁
打了 30 分钟，五投
19:35 四川 VS 江苏
一 中 只得到 2 分。
19:35 广州 VS 北京
76 人的新援哈里斯
19:35 山西 VS 新疆
则继续稳定发挥，
19:35 北控 VS 山东
他拿到 22 分 6 个篮
19:35 上海 VS 广东
板6次助攻，
恩比德
2 月 13 日
砍下 37 分 14 个篮
19:35 青岛 VS 吉林
板，
76人全队6人得
19:35 天津 VS 福建
分上双，
以 143：
120
19:35 深圳 VS 八一
轻取湖人。

哈达迪离开新疆队
新外援还待官宣

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11 日电（记者马锴、孙
哲）春节假期已过，CBA 重燃战火。新疆男篮外
援哈达迪不仅没有出现在新疆队春节假期的训
练场上，还于日前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在伊
朗训练的照片，种种迹象表明哈达迪已经离
队。新疆男篮的新外援会是谁还待俱乐部宣
布。
截至目前，新疆男篮已先后签下 3 名大外
援，但均表现平平。继艾尔·杰弗森、明纳拉斯
后，哈达迪自常规赛第 16 轮起共为新疆出战 22
场 ，场 均 得 到 10.5 分 、10.7 个 篮 板 和 1.6 次 封
盖。尽管哈达迪已不复当年之勇，但他的内线
防守威慑力犹在，丰富的比赛经验也为状态起
伏较大的新疆男篮增添了一分稳定。
哈达迪离队，新疆男篮势必要与新外援签
约。此前已有媒体曝出，新疆男篮在春节期间
试训前浙江稠州银行外援斯托克斯。上赛季，
斯托克斯场均得到 25 分、13.9 个篮板，场上攻防
能力尚可。但在场外，他屡屡违反球队管理条
例，甚至诈伤缺席比赛，最终被浙江队提前终止
了合同。但新疆最终将与谁牵手成功，还待官
方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