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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四分之一决赛抽签揭晓
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
欧冠联赛四分之
一决赛对阵抽签仪式在欧足联总部瑞士
尼翁进行。最终阿贾克斯与尤文图斯碰
面，
利物浦也抽到好签和波尔图相遇。热
刺与曼城上演英超内战，
巴萨则与曼联争
夺一个半决赛席位。半决赛中，
热刺与曼
城的胜者将与尤文图斯和阿贾克斯的胜者
争夺一张决赛门票，
巴萨、
曼联的胜者将
与利物浦和波尔图的胜者角逐另一个决
赛名额。
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 4 月 10
日、4 月 11 日凌晨进行首回合争夺，4 月
17 日、
4 月 18 日凌晨将进行次回合较量。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前者先主
后客）：
阿贾克斯（荷兰）VS 尤文图斯（意
大利）、
利物浦（英格兰）VS 波尔图（葡萄
牙）、
热刺（英格兰）VS 曼城（英格兰）、
巴
萨（西班牙）VS 曼联（英格兰）。
半决赛对阵（前者先主后客）：热刺
VS 曼城的胜者对阵阿贾克斯 VS 尤文图
斯的胜者；
巴萨 VS 曼联的胜者对阵利物
浦 VS 波尔图的胜者。

曼联 VS 巴萨

卡纳瓦罗

将率队征战中国杯

光阴流转，
光阴流转
，情怀依旧

巴萨梦三王朝有多无敌？除了皇马之
外，或许就是曼联体会最深。2009 年传控
王朝刚刚建立的巴萨摧毁了曼联的欧冠卫
冕梦想，两年之后红魔又倒在了同一个对
手脚下，弗格森的执教生涯第一次颤抖双

尤文图斯 VS 阿贾克斯

沉稳 PK 青春
阿贾克斯在本赛季欧冠赛场的表
现堪称惊艳，小组赛让拜仁狼狈不堪，
八分之一决赛又亲手终结皇马王朝，作
为八强中平均年龄最小的球队，阿贾克
斯的冲击力毋庸置疑，球队中的主力几
乎已经被欧陆豪门“预订”
。
尤文图斯几乎已经将意甲八连冠
收入囊中，欧冠是意甲豪门本赛季的终
极目标，C 罗的到来让他们有望捅破欧
冠的最后一层纸。在 21 世纪双方的四
次对决中，尤文图斯以 3 胜 1 平保持不
败，作为欧洲最为老练的球队，尤文图
斯或许是阿贾克斯天生的克星。两年
前青春无敌的摩纳哥，还记得吗？不知
阿贾克斯能否再度刮起青春风暴？

手。如今八年过去了，巴萨依旧是那支宇
宙队，曼联则在低谷中无限徘徊。
本赛季至今，梅西和巴萨的发挥一直
十分稳定，国内赛场双线齐头并进，连续十
二年闯入欧冠八强，如果要评选近十年最

热刺 VS 曼城

英超内战，
英超内战
，谁会创造历史
谁会创造历史？
？

当英超球队占据欧冠八强的半壁江
山，内战几乎不可避免地将上演。在八
分之一决赛中 7：0 屠杀沙尔克 04 之后，
谁也不想去碰曼城，但或许也只有热刺
敢与曼城掰一掰手腕。
同为英超球队，热刺和曼城已经知
根知底，双方的近十次交锋，曼城以 6 胜 1

利物浦 VS 波尔图

英超
3 月 17 日
22:15 富勒姆 VS 利物浦
3 月 18 日
00:30 埃弗顿 VS 切尔西
西甲
3 月 16 日
23:15 皇马 VS 塞尔塔
3 月 17 日
01:30 毕尔巴鄂竞技 VS 马竞
23:15 西班牙人 VS 塞维利亚
3 月 18 日

半区，斑马军团的对手是阿贾克斯。如
果尤文图斯打进半决赛的话，将对阵热
刺和曼城之间的胜者。梅西所在的巴
萨被分在了下半区，红蓝军团将与曼联
对决。如果巴萨晋级的话，下一个对手
将是利物浦和波尔图的胜者。
如果梅西和 C 罗在欧冠决赛中相
逢的话，本赛季决赛的受关注程度势必
会爆棚。在欧冠历史上，两人曾经在五
场比赛中交锋过，这五场比赛全都发生
在半决赛或者决赛中。

03:45 皇家贝蒂斯 VS 巴萨
意甲
3 月 17 日
01:00 斯帕尔 VS 罗马
19:30 热那亚 VS 尤文图斯
3 月 18 日
03:30 AC 米兰 VS 国际米兰
德甲
3 月 16 日
22:30 沙尔克 04VS 莱比锡
3 月 17 日
01:30 柏林赫塔 VS 多特蒙德

3 月 18 日
01:00 拜仁 VS 美因茨
法甲
3 月 18 日
04:00 巴黎圣日耳曼 VS 马赛
英足总杯
3 月 17 日
01:20 斯旺西 VS 曼城
03:55 狼队 VS 曼联
F1 大奖赛澳大利亚站
3 月 16 日 14：00 排位赛
3 月 17 日 13：10 正赛

平 3 负占据上风，尤其是近两个赛季，瓜
迪奥拉率领的曼城对阵热刺更是保持着
三连胜。曼城也是本赛季欧冠诸强攻击
火力最强的球队，如何破解他们的传控
压迫是决定比赛走势的关键。从整体实
力上看，曼城胜算更大，但热刺一定不会
轻易投降。

最没悬念的对决
最没悬念
的对决？
？

利物浦是上赛季的欧冠亚军，
今年英
超冠军的有力竞争者，在这样的情况下，
波尔图的实力似乎“不值得一看”
，
抽签揭
晓之前，
葡超豪门就已经被当作
“大礼包”
。
可是人们不应忽视的是，身处“迷你
死亡之组”的波尔图在小组赛中以 5 胜 1
平保持不败战绩，并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逆转战胜意甲劲旅罗马。利物浦届时要

梅西 C 罗或在欧冠决赛相遇？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
消息，自从 C 罗离开皇马之后，西班牙
国家德比的星味就黯淡了许多。曾经
被球迷们习以为常的梅罗对决，如今却
成了奢望和追忆。要想看绝代双骄再
度相遇，球迷们就只能着眼于欧冠赛场
了。不过在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分区中，
巴萨和尤文图斯被分在了不同半区。
这也就意味着，C 罗和梅西在本赛季有
望相遇就只有欧冠决赛了。
C 罗所在的尤文图斯被分在了上

稳定的球队，巴萨当之无愧。曼联虽然近
几个赛季转会窗口投入巨大，却始终无法
找回当初呼风唤雨的感觉。索尔斯克亚的
临危救火给了逆境中的红魔希望，逆转巴
黎圣日耳曼更展现了英超豪门的决心。要
知道曼联还是本赛季唯一一支攻克尤文图
斯主场的球队。20 年前，索尔斯克亚成为
诺坎普奇迹的主角，
这一次呢？

分心英超争冠，这或许是波尔图唯一的
机会。不管怎样，波尔图是 21 世纪之后
唯一一支拿到过欧冠冠军的非四大联赛
球队，在他们身上一切皆有可能。
四周之后，
欧冠四分之一决赛就将上
演，
四支英超球队能否重演十年前
“三英战
吕布”
的盛况？C罗和梅西的欧冠之路能否
延续？我们拭目以待！ 本报综合消息

欧联杯：

阿森纳遭遇那不勒斯
新华社巴黎 3 月 14 日电（记者苏斌）吉鲁
14 日奉献加盟切尔西后的首个“帽子戏法”，帮
助球队在欧联杯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中客场以
5：0 大胜基辅迪纳摩，从而以总比分 8：0 横扫对
手晋级。阿森纳则在主场以 3：0 击败雷恩，从
而在对手身上完成翻盘。至此，英超球队延续
了在本赛季欧战赛场上的强势表现，
继四支球队
闯入欧冠八强后切尔西和阿森纳也在欧联杯中
双双晋级。
两支意甲球队命运各异，国际米兰在主场
以 0：1 不敌法兰克福，也以这样的总比分遗憾
出局。客场作战的那不勒斯尽管以 1：3 不敌萨
尔茨堡红牛，但靠着首回合积累的三球优势，以
总比分 4：
3 惊险晋级。
北京时间 3 月 15 日，欧联杯四分之一决赛
对阵抽签仪式揭晓，阿森纳和切尔西将迎来那
不勒斯和捷克甲级联赛布拉格斯拉维亚队的挑
战，
比利亚雷亚尔和瓦伦西亚将献上西甲内战。
两回合四分之一决赛将在北京时间 4 月 12
日和 4 月 19 日凌晨进行。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韦骅 公兵）
为备战 2019 年中国杯的比赛，中国足协 15 日公
布了国足集训队的 23 人名单，意大利人卡纳瓦
罗将作为主教练率队征战本次比赛。
中国足协表示，选择卡纳瓦罗作为新任主
教练，这是协会综合其个人经历、技战术风格、
对中国球员熟悉程度等多方面因素慎重研究决
定的。此外，前国足主教练里皮将作为顾问协
助卡纳瓦罗征战中国杯。
在这份大名单中，恒大共八人入选，上港与
苏宁各有三人获得征召，但在西班牙人效力的
武磊并不随队参加本次比赛。
中国足协还表示，从备战 2022 年世界杯的
需要以及国家队长远建设考虑，教练组还将研
究提出 50 人至 60 人的大名单。协会为此专门
成立国家队技术服务组，负责大名单球员日常
训练的监控和督促，随时掌握身体和训练情况，
为教练组选择球员提供依据。
2019 中国杯的比赛将于 3 月 21 日至 3 月 25
日在南宁举行，中国队首战将面对泰国队。
23 人大名单：上港：颜骏凌、傅欢、吕文君；
恒大：曾诚、冯潇霆、高准翼、刘奕鸣、张琳芃、张
修维、何超、韦世豪；鲁能：王大雷、蒿俊闵；国
安：李磊、张稀哲；苏宁：李昂、吴曦、谢鹏飞；华
夏幸福：姜至鹏、董学升；天海：王永珀；斯威：彭
欣力；亚泰：
谭龙。
又讯 记者 15 日从中国足协了解到，经充分
评估，中国足协已向亚足联正式提出申办 2023
年亚洲杯。

京沪大战战火重燃

浙江德比一触即发
今日 19:35 北京 VS 上海 19:35 广厦 VS 浙江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杨帆 李博
闻）16 日，CBA 将迎来季后赛的争夺，上海、山
东、江苏、北京等八支球队将在季后赛附加赛中
捉对厮杀。四个胜者将进入最终的八强，广东、
辽宁、新疆、深圳虚位以待。
放眼跻身附加赛的球队，排名第八位的山
东队无疑是没人愿意面对的“硬核”。本赛季虽
然没有了丁彦雨航，但山东队的内外援表现都
极为强劲，泰·劳森搭档莫泰尤纳斯的内线组合
将山东男篮硬生生拖入季后赛，老将张庆鹏近
来状态也不错。江苏男篮本赛季面对山东主客
场一胜一负，附加赛一战仍存悬念。
上海连续第二年压哨晋级季后赛，神奇之
处不止于此，他们又一次在季后赛附加赛面对
北京男篮。北京队常规赛位列第五，外援方面
贾斯汀·汉密尔顿场均 23 分以上，艾伦·杰克逊
更是跻身赛季国际球员评比的前五位。北京队
内援也没有太大短板，方硕等球员的表现可圈
可点。上海队虽然拥有弗雷戴特，但他们的整
体实力相比北京并没有优势，所以京沪大战中
他们将面对极大困难。
NBA 昨日战报
常规赛中广厦排名
步行者 108：106 雷霆
第六，实力不容小觑。附
猛龙 111：
98 湖人
加赛中广厦将面对浙江
魔术 120:91 骑士
凯尔特人 126:120 国王
队，广厦在得分、防守、篮
爵士 120:100 森林狼
板球能力上都有优势，
胡金
掘金 100:99 独行侠
3 月 16 日
秋、
李京龙、
林志杰、
刘铮等
07:00 国王 VS76 人
国内球员，
搭配双外援考特
07:00 黄蜂 VS 奇才
尼·福特森和扬尼斯·博洛
07:00 湖人 VS 活塞
08:00 太阳 VS 火箭
西斯，
亟待重现锋芒。
08:00 开拓者 VS 鹈鹕
赛季排名第七的福
08:00 雄鹿 VS 热火
建队和排名第十的吉林
CCTV-5
08:30 尼克斯 VS 马刺
队应该说是附加赛中最
10:30 公牛 VS 快船
有看头的。福建时隔七
3 月 17 日
00:30 老鹰 VS 凯尔特人
年重回季后赛，除了外援
07:00 太阳 VS 鹈鹕
的 发 挥 ，王 哲 林 功 不 可
07:00 灰熊 VS 奇才
没。常规赛中吉林虽然
08:30 骑士 VS 独行侠
08:30 勇士 VS 雷霆
只排在第九，但是本赛季
CCTV-5
面对广东、辽宁等强队并
08:30 开拓者 VS 马刺
09:00 篮网 VS 爵士
不吃亏，往往是缠斗到最
09:00 步行者 VS 掘金
后胜负才见分晓。

今日 18：30 男篮世界杯抽签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