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新闻
2020年1月19日 星期日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煊云 校对/ 顺顺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9A

西甲
1月20日
04:00 巴萨VS格拉纳达

意甲
1月19日
19:30 AC米兰VS乌迪内斯
22:00 莱切VS国际米兰
1月20日
01:00 热那亚VS罗马
03:45 尤文图斯VS帕尔马

德甲昨日战报
沙尔克04 2:0门兴
霍芬海姆1:2法兰克福
美因茨1:2弗赖堡
奥格斯堡3:5多特蒙德
科隆3:1沃尔夫斯堡
1月19日
22:30 柏林赫塔VS拜仁

CBA联赛第29轮
1月19日
19:00 吉林 VS 八一
19:35 浙江 VS 天津
19:35 福建 VS 青岛
19:35 广州 VS 四川
19:35 北京VS江苏
19:35 上海 VS 深圳
19:35 辽宁 VS 新疆
19:35 广厦 VS 北控

NBA昨日战报
森林狼114：116步行者
奇才111：140猛龙
公牛89：100 76人
骑士109：113灰熊
热火115：108雷霆
老鹰121：120马刺
开拓者112：120独行侠
1月19日
07:00 雄鹿VS篮网
08:00 太阳VS凯尔特人
08:30 76人VS尼克斯
08:30 活塞VS老鹰
09:00 猛龙VS森林狼
09:00 骑士VS公牛
09:30 魔术VS勇士
09:30 湖人VS火箭
10:00 开拓者VS雷霆
10:00 国王VS爵士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0日凌晨，英超联
赛第23轮将迎来一场焦点之战，利物浦坐镇主场迎
战曼联。目前，利物浦在少赛一轮的情况下还领先
曼城14分，冠军已经没有悬念。曼联则排名第五，
距离排名第四位的切尔西有5分之差，所以这场比
赛曼联至少不能输。

目前，利物浦跨赛季38场联赛保持不败，但是
球队在本赛季唯一一场平局正是拜曼联所赐。曼联
对终结豪门的不败纪录很有心得，此前切尔西的40
场联赛不败，阿森纳的49场联赛不败，都是停止在
曼联的脚下。在过去10场英超主场对阵曼联的比
赛中，利物浦4胜3平3负略微占优，可见曼联在安
菲尔德并不是完全处于下风。而在过去10场各项
赛事的交锋中，利物浦也只以3胜6平1负的成绩占
优，这几年曼联虽然很难赢下利物浦，但是利物浦要
想轻易啃下曼联也绝非易事。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英足总杯中受伤离场的拉
什福德希望带伤上场，哪怕是打封闭也不愿意错过
双红会，曼联上下也希望拉什福德像马奎尔那样提
前复出。对阵利物浦这样的强队，曼联的锋线更需
要拉什福德这样的反击高手。

双红会是英超最具话题的强强对话。克洛普已
经连续两次没有击败索尔斯克亚了，不过索尔斯克
亚则更想击败克洛普，稳固他在曼联的主帅位置。
对于再遇利物浦，索尔斯克亚似乎更有信心取分，他
表示，曼联将打破利物浦的不败金身，在安菲尔德带
走一场胜利。

索尔斯克亚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曼联能够打出
击败利物浦所需要的水平，并强调他的球队有战术
能力给利物浦带来麻烦。

索尔斯克亚说道：“自从我执教球队以来，已经
在老特拉福德两次遇到过利物浦都没有输球。我认
为我们做得很好，两场比赛都有不同的方法。这也
让我们找到了如何战胜他们的办法。”

索尔斯克亚表示，曼联在客场的踢球方式将使
他们在安菲尔德受益——反攻是关键。当被问到他
是否担心球队的状况时，索尔斯克亚说道：“不太担
心。我们击败了曼城，最近也击败了伯恩利，我们正
在恢复状态。当然我们希望赢得更多的比赛，那最
好的表现就是在客场对阵强队。”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李嘉 周欣）国际
泳联冠军游泳系列赛北京站 18 日在英东游泳馆开
赛，奥运冠军孙杨发挥出色，战胜老对手、立陶宛名
将拉普西斯，夺得男子200米自由泳冠军。

孙杨的200米自由泳比赛是当日最后一个单项
比赛，这位奥运三金得主一出场，现场气氛就进入白
热化。孙杨在14日冠军系列赛深圳站200米自由泳
比赛中被拉普西斯逆转，获得第二名，在北京站他显
然希望“复仇”，从50米后就确立领先，并将优势一直
保持到最后。在现场观众热烈的欢呼声中，孙杨以1
分45秒55夺冠，拉普西斯以1分45秒74获得亚军。

孙杨赛后说：“出发有点慢，离水面太近。在东
京奥运会上这个项目将是一场恶战，我要做好自己，在
游程上我是非常优秀的，在出发上面还是要再下功夫，
还要不断地努力。”

当日，中国队共获得
5枚金牌，男子100米仰泳
比赛中，世界冠军徐嘉余
和他的老对手、日本名将
入江陵介以 52 秒 97 并列
第一。在深圳站男子100
米蛙泳获得第二的闫子贝
当日也证明了自己的实
力，以58秒83强势夺得此
项目冠军。刘湘夺得女子
50 米仰泳冠军；在女子
200 米蛙泳比赛中，于静
瑶和叶诗文包揽冠、亚
军。在上周的深圳站，于
静瑶也是战胜了“小叶子”
获得此项目冠军。

曼联能否打破红军不败金身
英超第23轮 1月20日 00:30 利物浦VS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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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 月
18日，上海男篮宣布主教练李秋平
下课，刘炜担任领队兼一线队教练
组组长，马诺斯担任一线队执行主
教练。李秋平则转任俱乐部总教
练，后续将专注于俱乐部梯队建设
和青少年球员培养与发掘。对于
自己的下课，李秋平表示：“主教练
确实该担责，我没有遗憾。”

从上海男篮目前的成绩看来，
8胜20负排名第16位，距离赛季初
俱乐部提出的保八目标甚是遥远，
而球队在本赛季呈现出来的颓势，
更是让不少球迷寒心。李秋平也
坦言这个责任肯定由主教练来担。

从当初万众期待的回归，到难
以挽回的颓废局面，正式卸任上海
男篮主帅之后，李秋平表示：“从赛
季初引援状况来看，其实我们是很
有希望去完成保八任务的，但开赛
后出现很多状况，这样对于队伍的
士气信心打击很大。”

说起球队在本赛季前一阶段出
现的问题，李秋平认为：“感觉大家
始终想去拼，但最后这口气一直上不
来，自信心和士气都很难建立。从制
定目标到现在，跟俱乐部的要求相差
甚远，作为主教练，我要负主要责任，
这是不可推卸的。”李秋平透露，“所
以我向俱乐部提出请辞。”

对于上海男篮未来的路，李秋
平也最后提出了一些祝福：“希望
球员尽快调整好心态，在教练带领
下努力去拼搏，不管最后能不能完
成目标，大家都要全身心去投入。
应该要牺牲一点自我，为了上海篮
球的目标，八个字吧，刻苦训练、完
美比赛。”

回归上海男篮后，李秋平的生
活和工作也一度回到了理想状态，
说起此番下课对于自己的影响，李
秋平坦言：“谈不上遗憾，当教练就
是这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努力
去做就ok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8日消息，本赛季
西甲联赛第20轮率先进行的一场比赛中，坐镇主场
的莱加内斯以0：3惨败给赫塔菲，输掉了这场同城德
比。而这一比分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无疑是利好消
息，因为他们终于有机会追平莱加内斯的积分，进而
为摆脱垫底位置打下基础。

比起上赛季获得西甲第七，本赛季的西班牙人
一直深陷降级区，前18轮过后仅取得2胜5平11负
积11分，排名垫底。其中本赛季至今9个主场取得2
平7负的战绩，而西甲历史上仅有9支球队开局9个
主场不胜，有8支球队都降级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信
号。西班牙人要想打破这个魔咒，下半程除了自己
要全力抢分外，还得对手犯错，不拿分或者少拿分。

排名倒数第二的莱加内斯是西班牙人保级的主
要竞争对手之一，此前西班牙人在客场以0：2告负才
导致排名垫底。而本轮莱加内斯输掉同城德比后，
多赛一轮仅领先西班牙人3分。不过，此役西班牙人
的对手是比利亚雷亚尔，如果能够取胜，那么西班牙
人的积分将达到14分，就可以追平莱加内斯，由于双
方首回合交手落败和净胜球处于劣势，西班牙人即
使追平比分，也很难摆脱垫底的位置。

据了解，已经锁定首发位置的武磊将与新援德
托马斯搭档锋线组合。上一轮武磊在主场面对巴萨
时打进一粒关键进球，帮助西班牙人在最后时刻逼
平领头羊，现在获得主帅重用，他有机会率队在客场
完成对比利亚雷亚尔的复仇，并且在积分上追平莱
加内斯。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8日凌晨，国际米
兰俱乐部宣布球队从曼联签下了34岁老将阿什利·
扬，他与蓝黑军团签约至2020年6月30日，并拥有
一年的续约选项。据媒体报道，阿什利·扬的转会费
是150万欧元，他将身穿15号球衣为国米征战。

阿什利·扬说道：“对于我来说，这是美妙的一
天。很开心可以成为国米这个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保罗·因斯是一个传奇，如果我能追随着他的脚步，
我会感到开心。我想对球迷说我们能够再次赢得奖
杯，我更想帮助球队实现这个目标。”

阿什利·扬是继格里·希钦斯和保罗·因斯之后
第三位为国米效力的英国籍球员。最近三个赛季阿
什利·扬都是曼联队长袖标的佩戴者。如今，他已经
做好准备开启新的冒险。

加盟国米后的阿什利·扬写下了一些给曼联球
迷的话：“每一次我穿着曼联球衣走上球场时，我都
全力以赴。感谢你们无论是在巅峰还是在低谷时都
支持我。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离开了，但是我相信
很快我们就会再见面。”

此外，他还感谢了曼联：“您给了我机会和传奇
球员一起并肩战斗，去赢得奖杯，并与史上最伟大的
教练共事，成为球队队长，感谢您让我成为您八年半
时光中的一员。”

据悉，在签下阿什利·扬后国米引援的脚步并没
有停下，热刺中场埃里克森已经同意加盟国米，目前
国米正在与热刺进行谈判，双方仍需商讨一些细节
问题。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8日，英超联赛
第23轮进行的一场较量中，沃特福德坐镇主场迎战
热刺。上半场，卡斯卡特在禁区内手球被 VAR 无
视，卢卡斯错失单刀机会。下半场，加扎尼加扑出沃
特福德队长迪尼的点球，终场前拉梅拉差点就为热
刺上演绝杀：在距离进球只有几厘米在门线上被沃
特福德的普塞托解围。最终两队战成0：0。此役过
后，热刺遭遇联赛四轮不胜，凯恩伤缺，埃里克森执
意离开，给热刺的争四前景蒙上了阴影。

绝杀遭解围热刺四轮绝杀遭解围热刺四轮不胜

阿什利·扬加盟国际米兰

西班牙人迎来良机人迎来良机

孙杨

夺得200米自由泳冠军

今日 23:00 比利亚雷亚尔VS西班牙人

本报综合消息 北
京时间 1 月 18 日，CBA
联赛展开第 28 轮的较
量，山东男篮最终在客
场以103：132不敌广东
队，送给对手 12 连胜。
本场比赛，哈里斯上演
首秀，砍下全场最高的
32 分、10 个篮板，哈德
森得到22分、9个篮板、
7 次助攻，不过他全场
27 投仅 8 中，命中率不
足三成。除此之外，国
内球员仅仅只有两人
得分上双，分别是陶汉
林17分与贾诚14分。

赛后，山东男篮主
帅巩晓彬在总结比赛
时表示：“应该说球队
的实力和广东队还是
有差距，本场比赛也是
第一次启用双小外的
阵 容 ，存 在 磨 合 不 足
的 问 题 ，有 些 细 节 做
得不到位，让对手太容
易打成快攻。除此之
外，中锋在内线防守做
得也不到位。”巩晓彬
直言，通过这场比赛，

一是进一步磨合阵容，
二是从比赛中找到差
距，为后面的比赛做好
准备。

此役，上演首秀的
外援哈里斯砍下 32 分
和10个篮板，对于他的
表现，巩晓彬也表示肯
定，“哈里斯有个人能
力，但是因为长时间没
打比赛了，体能上存在
一定问题，今后还是和
球队要通过比赛尽快
熟悉。”

此役，广东男篮依
旧延续良好状态，全队
六人得分上双。

在当天进行的另
外一场比赛中，同曦单
外援出战，一度在上半
场和山西打得难解难
分。而面对仅有八人
轮换的同曦，山西队在
第三节凭借体能优势
完成逆转，最终在客场
以 96：86 战胜同曦，取
得三连胜。富兰克林
砍下31分、14个篮板和
10次助攻。

李秋平：应该担责下课没有遗憾

广东夺12连胜 山西逆转同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