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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魔鬼主场能否逆转热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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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6日凌晨，英
超展开第34轮的争夺，阿森纳以1：0战胜主场作
战的沃特福德队。

开场仅10分钟，奥巴梅扬利用沃特福德门将
福斯特的失误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一分钟
后，沃特福德再遭打击，队长迪尼肘击托雷拉脸
部被红牌罚下。

本场比赛，在防守端表现稳健的穆斯塔菲收
获本场比赛最高评分。从数据来看，客场作战的
阿森纳占据优势，不仅控球率接近7成，多达19
脚的射门数也是高于沃特福德的11脚。

目前，枪手以20胜6平7负积66分的成绩位
列第四、落后热刺1分，因净胜球优势力压身后
多赛一场且同分的切尔西。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4 月 16 日凌晨，西
甲联赛迎来第32轮最后一场。在一场焦点之战
中，齐达内率领的皇家马德里客场1：1战平莱加
内斯。

本场比赛过后，皇马遭遇客场两轮不胜。
但其实，“银河战绩”在场上占据绝对优势，控球
率达到7成，13脚的射门数也是高于莱加内斯的
5脚。

值得一提的是，为皇马打入扳平一球的本泽
马收获本场比赛最高评分。而据OPTA统计，皇
马最近的5粒进球全部由本泽马打进，法国人连
续4场比赛破门，共打进5球。

截至目前，本泽马已经在本赛季打进了18
粒联赛进球，比他上赛季整个赛季联赛进球数多
13 个。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皇马主帅齐达
内也对本泽马的表现很满意。

“我觉得我和大家的感觉一样，这个赛季本
泽马的表现很棒。我为他感到开心。”

皇马从客场带走一分，目前在西甲积分榜
上以19胜4平9负积61分继续排名第三，距离榜
首的巴萨仍有13分差距。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6日，国际足
联官方宣布，前巴西足协主席何塞·马里亚·马
林被终身禁止参加与足球相关的活动。

2015年5月，美国司法部对各足协的多名
高官展开反腐调查，许多人因此被拘留和逮捕，
马林就是其中之一。去年8月，美国法官帕梅
拉·陈裁定马林贪污受贿，入狱4年。

而就在4月16日，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也
对马林下达了审判书，他将被罚款100万瑞士
法郎（约670万人民币），并被终身禁足。据了
解，马林可以到国际足联上诉分庭和体育仲裁
法院进行上诉。

根 据 国 际 足 联 的 声 明 ，马 林 曾 在
2012-2015 年间向媒体公司授予各种合同，并
用南美足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和巴西足
协赛事的营销权谋私利。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4月15日电
（记者赵焱 陈威华）巴西“球王”贝利
当地时间15日下午接到医院的出院
许可，离开了从法国归来后一直居
住的巴西圣保罗一家医院，但他并
未发表任何声明。

贝利本月 2 日在巴黎与法国新
锐姆巴佩一起参加商业活动时突发
高烧，紧急入院治疗，经诊断为尿路
感染，并在巴黎接受了手术。他同
时无法出席原计划7日在美国哈佛

大学举行的一场
活动。

9 日贝利回
到巴西后从机场直接住进了圣保
罗 爱 因 斯 坦 医 院 ，在 接 受 检 查
后，在上周六又接受了肾结石手
术。

圣保罗爱因斯坦医院每天发
表公报汇报贝利的健康状况，所
有公报都显示“球王”身体恢复良
好。

在住院期间，南美洲足联在里
约热内卢会议期间宣布在贝利出院
后将授予他“南美足球荣誉勋章”。

本报综合消息 在上周末轻松以
4：0击败哈镇后，热刺在本周将先后
在欧冠八强战次回合和联赛两战曼
城，在头号球星凯恩因伤缺阵后，谁
能抗起热刺的进攻大旗？答案当然
是亚洲一哥孙兴慜。

本赛季，孙兴慜已经在各项比赛
为热刺攻进了18球，其中英超12球，
仅次于凯恩位列队内第二射手，其中
最重要一球莫过于上周二欧冠八强
首回合客战曼城攻进全场唯一进
球。在今年1月中旬到2月底凯恩因
伤缺阵期间，孙兴慜在7场比赛攻进
4 球，帮助热刺取得其中 5 场比赛的
胜利，成为英格兰射手之外最稳定和
最可靠的得分手。

当被问到凯恩缺阵从而自己将会
肩负更大责任是否感到压力时，凯恩
说：“我只是享受足球，这就是我唯一能
做的，也是最好的。所有人不仅是我，
都应该享受周三的比赛，并且进球和赢
下比赛，我们不应该给自己施加压力。
我们只是1：0领先，但这只是半场比赛，
我们必须在客场延续上周二的表现。”

“我们需要像一支球队那样去战
斗，现在没有比杀进欧冠四强更让人
享受了，因此我们只需享受这一刻。
当然，哈里的缺阵是一个巨大损失，
但我们有一个庞大的阵容，卢卡斯也
以 3 球（对哈镇）证明了他的能力。
所有人都已经准备好一场战斗，我们
在赛季末还剩下许多比赛，希望我们
能够维持相同的水准。”

而热刺门将兼队长洛里斯也坚
信卢卡斯和孙兴慜能够担起球队进
攻的大旗：“他们的特点跟哈里不同，
当然，我们更希望凯恩没受伤。当每
次教练给机会卢卡斯，给机会孙兴
慜，他们都能有很好的表现，他们本
赛季已经攻进了很多重要的进球。”

“卢卡斯在对哈镇攻进 3 球很
棒，在对曼城时，我们也许会有很多
进攻的空间（打防守反击），因此我们
需要这些攻击球员做好准备，给他们
后方制造问题。这是一场重大的比
赛，甚至比上周二那场更重要，一切
都会由细节决定，我们要做好所有准
备，包括经验、勇气和斗志。”

本报综合消息 本周中，2018-2019赛季欧
冠将上演四分之一决赛次回合的四场对决。
北京时间4月18日晨3时，曼城主场死磕托特
纳姆热刺，利物浦客场对阵波尔图。

曼城VS托特纳姆热刺

瓜迪奥拉执教的蓝月亮曼城本赛季表现
强势，阿奎罗、斯特林、热苏斯等组成了强大
的攻击线。但在首回合对决中，阿奎罗罚丢
点球，热刺凭借亚洲一哥孙兴慜的制胜进球
1：0小胜，回到主场的曼城只能全力进攻才能
为自己赢得晋级希望。对于热刺来说，哈里
凯恩的缺阵会对实力产生影响，也让曼城看
到了主场翻盘的机会。这场对决必然会拼得
火花四溅。

曼城近期各项赛事 9 胜 1 负，唯一失利
就是欧冠淘汰赛首回合客场 0：1 负于热刺。
从首回合比赛来看，曼城虽然场面稍占优
势，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由于英超与利
物浦争冠已经进入关键冲刺阶段，足总杯也
进入半决赛，加之欧冠淘汰赛赛程密集，球
队轮换幅度并不大，球员较为疲惫。本赛季
英超曼城主场 16 胜 1 负，场均进球超过 3 球
堪称魔鬼主场，依靠主场优势翻盘逆转机会
不小。

热刺近期表现并不稳定，球队刚刚迎来主
场三连胜。但是近期英超比赛客场遭遇四连
败。场均失球达到 2 球，客场表现一塌糊涂。
球队上一轮联赛轮休了部分主力来备战本场
比赛，看来在伊蒂哈德球场热刺还是有些想法
的。但从双方实力和近期比赛来看，热刺很难
全身而退。

这场比赛布拉沃继续伤缺，费尔南迪尼奥
和津琴科也出战成疑，瓜迪奥拉将排出全部主
力阵容，预计贝尔纳多·席尔瓦、阿圭罗和斯特
林组成三叉戟，大卫·席尔瓦和德布劳内双核
出击。热刺方面，奥里耶、戴尔、凯恩和拉梅拉
伤缺，阿里和温克斯也上阵成疑，略伦特可能
任单箭头，孙兴慜则将继续被委以重任。

波尔图VS利物浦

克洛普执教的英超领头羊利物浦将在客
场挑战葡超豪门波尔图。红军利物浦在首回
合主场2：0完胜对手，在晋级之路上占得先机，
上周在英超赛场2：0力挫蓝军切尔西，萨拉赫
和马内等锋线球员状态上佳。波尔图至少要
打入两球才能看到希望，但加强进攻很可能给
利物浦锋线提供更多的进球机会，主场翻盘成
了一个不看能完成的任务，利物浦晋级半决赛
几无悬念。

利物浦现在气势如虹，上周末联赛他们在
红蓝大战上 2：0 击败切尔西，各项赛事拿到 7
连胜，而波尔图上周末回到联赛也以3：0击败
波尔蒂芒找回了赢球感觉。

从交锋战绩来看，双方过往7次交锋利物
浦4胜3平保持不败，打进14球仅丢2球。目
前利物浦队内只有张伯伦1人无法出战，克洛
普可以排出最强阵容，预计萨拉赫、菲尔米诺
和马内将继续组成三叉戟，亨队坐镇中场，首
回合禁赛的罗伯逊可以回到先发阵容担任左
后卫。

波尔图已经没有退路，他们回到主场必须
强攻利物浦，主帅孔塞桑或排出攻击性更强的
433阵容，首回合替补的布拉希米可能先发与
苏亚雷斯和马雷加组成三叉戟，科罗纳因伤出
战成疑。

不再“背锅”？

本泽马4场打进5球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16日，东京奥
运会组委会官网公布了 2020 年奥运会竞赛日
程。奥运会将于7月24日开幕，一直到8月9日
正式结束。乒乓球项目将在 2020 年 7 月 25-8
月7日之间进行，游泳项目则将在7月25日-8
月2日之间进行。另外，备受关注的女排比赛
将于8月9日决出金牌。

2020年东京奥运会赛程出炉

女排将于闭幕日决出金牌

本报综合消息 在北京时间4月16 凌
晨结束的一场英超联赛中，阿森纳在客场
以1-0的比分战神了沃特福德，这场比赛
让阿森纳重新回到了英超前四中他们最
为熟悉的位置，当然这场比赛之后，英超
也创造了一个连续33场没有平局的恐怖
记录。这个数据也似乎不难说明，英超当
之无愧的是当今足坛最为激烈的联赛，没
有之一。

虽然说平局是漫漫联赛中不可避免
的一部分，但是英超却出现了一个非常恐
怖的数据，那就是他们已经连续33场比赛

没有出现过平局了。在阿森纳1-0战胜沃
特福德之后，英超将这个数据刷新到了33
场。需要指出的是，英超上一次出现平局
还要追溯至上个月，当时伯恩茅斯以2-2
的比分战平了纽卡斯尔。

连续33场比赛没有出现平局创造了
新英超纪录，纵观整个赛季，英超的平局
赛事也不多，在335场比赛中，仅出现了58
场平局，平局仅占全部比赛的17.31%。这
个数据也是自从英超1992-93赛季成立以
来，首次平局比赛出现的比率不到20%的
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17.31%这个平局率创
造了英超的历史，但是在英格兰足坛历史
上，也曾有多个赛季平局出现的比率低于
20%，平局最少的赛季出现在1891年，当
时平局的比率只有 12.1%。从这个数据
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英格兰足球有着一
个非常不错的传统。

不可否认的是，本赛季的英超非常的
激烈，利物浦与曼城在榜首的争夺中你来
我往，谁也不服输。而在争四的道路上，
热刺、阿森纳、切尔西以及曼联也势必会
为最后2个四强名额争得头破血流。虽然
说保级形势已经逐渐的明朗起来，但是本
赛季的英超在临近收官之际，依旧是悬念
还剩下最多的联赛。

阿森纳客场获胜

重返英超前四重返英超前四

前巴西足协主席

被终身禁足被终身禁足

头牌伤缺，孙兴慜成绝对大腿

亚洲一哥抗起热刺进攻大旗亚洲一哥抗起热刺进攻大旗

“球王”贝利出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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