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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
2月16日
01:30诺维奇VS利物浦
22:00阿斯顿维拉VS热刺
2月17日
00:30阿森纳VS纽卡斯尔
2月18日
04:00切尔西VS曼联
2月20日
03:30曼城VS西汉姆联
西甲
2月15日
23:00巴塞罗那VS赫塔菲
2月16日
19:00塞维利亚VS西班牙人
2月17日

04:00皇家马德里VS塞尔塔
意甲
2月16日
03:45亚特兰大VS罗马
22:00尤文图斯VS布雷西亚
2月17日
03:45拉齐奥VS国际米兰
2月18日
03:45 AC米兰VS都灵
德甲
2月15日
22:30柏林联VS勒沃库森
2月16日
22:30科隆VS拜仁慕尼黑
2月17日
01:00美因茨VS沙尔克04

意大利杯半决赛首回合

C罗进球尤文绝平米兰
本报综合消息 14日凌晨，

意大利杯半决赛首回合比赛结
束，AC米兰主场1：1战平尤文
图斯，终结了对阵尤文图斯 9
连败的耻辱纪录。

C 罗和伊布的对决，是两
支球队的焦点，这是两人的第
12次交锋，圣西罗球场也因此
涌入了 7 万多名球迷现场观
战，创造了意大利杯半决赛最
高上座人数纪录。

值得一提的是，双方有多
名球员曾在2支球队都效力过，
尤文的伊瓜因、德希利奥和博
努奇曾效力过AC米兰，而米兰
的伊布也曾在尤文踢过球。

但比赛的过程却没有想象
中那么精彩，双方在经过一阵

凌乱的开局之后，拼抢愈发激
烈。上半场比赛，多名球员就
吃到黄牌，其中伊布因为肘击
的一张黄牌，让他累计黄牌缺
阵次回合的比赛。

下半场，雷比奇的射门帮
助AC米兰打破了僵局。但第
89 分钟，C 罗禁区内的倒钩射
门击中卡拉布里亚的手臂，主
裁判吹罚点球，C 罗亲自主罚
一蹴而就。

尤文的7号球员在2020年
度的 8 场比赛中已经狂轰 12
球，本赛季至今，C罗为尤文出
战29场攻入24球，进球效率堪
称惊人。而C罗在此前连续十
轮意甲破门，已经成为尤文图
斯队史第一人。

本报综合消息 2月13日，
就在这一天，3家中国职业足球
俱乐部相继解散，其中有一家是
成立了67年的老牌俱乐部。

在13日早些时候，保定容
大官方发布声明，宣布球队退
出新赛季的中乙联赛。在声明
中，保定容大还声称，5年来球
队投入了 5 亿左右的资金，但
受到“金元足球”的影响，球队
最终无法继续生存，只能解散。

在保定容大之后，中甲广
东华南虎也发出了解散海报。
此前，这家俱乐部曾经挂牌出
售，但是并没有找到买主，于13
日正式宣布解散。

没有想到的是，在13日晚上，
据央视足球记者王涛透露，另一家

老牌俱乐部辽宁宏远俱乐部也解
散了。他在社交媒体里写道：“听
说，辽足没了。我很难过，悲。”

辽足自 1953 年成立，至今
已有67年的历史，曾经斩获10
座冠军奖杯。但自 2017 年从
中超降级之后，辽足就一直处
于艰苦支撑的阶段。上赛季，
辽足险些再遭降级，最终还是
通过附加赛惊险保级。虽然留
在中甲，但俱乐部已经没有钱
发工资了。

算上辽足，这个冬天，中甲
中乙已经有10家职业俱乐部解
散了。

本报综合消息 当
地时间 2 月 13 日，中国

“一哥”丁俊晖在 2020
年威尔士公开赛第四轮
2：4 不敌凯伦·威尔逊，
结束了本站比赛的争夺。

丁俊晖在前三场比赛的表现还
算可圈可点，首轮4：2淘汰中国香港
名将傅家俊，次轮4：1战胜了里奇·沃
尔顿，第三轮同样以4：1击败吉米·罗
伯逊，进入了16强。丁俊晖在第三轮
的比赛中还轰出了2杆破百，也为世
界台球巡回赛（WST）支援中国民众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捐出了2000英镑。

他在威尔士公开赛第四轮的对
手是在本届赛事打出职业生涯第二
杆 147 的威尔逊，后者可谓势头正

猛。丁俊晖在这场比赛里并非没有
机会，两人在战至2：2平后，他原本有
望完成清台逆转拿下第五局。但在
围绕最后一颗红球的防守大战中，丁
俊晖出现犯规，让威尔逊率先拿到赛
点并最终让对手拿到了全场比赛的
胜利。

相比今年参加的前三站比赛，丁
俊晖在本场比赛中整体发挥有了一
定提高，在围球、进攻和防守端的表
现，都在逐步恢复正常水平。连续被
唐纳德森打败三次势必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丁俊晖的
心态，好不容易在英
锦赛夺冠后才重新
建立的自信也受到
了挫伤。所以能够

在威尔士公开赛赢取一波三连胜，对
于他在这个赛季接下来几站重要赛
事的表现还是有很多积极的作用。

对于即将到来的球员锦标赛，
以及巡回赛锦标赛和赛季末的世锦
赛，丁俊晖还需要继续通过和高水
平选手的对决来调整提升状态。经
过四个比赛日的争夺，本届威尔士
公开赛的八强阵容可谓是本赛季排
名赛最强之一。丁俊晖错过这样
高手云集的过招机会，实在有些遗
憾。

本报综合消息 在澳大利亚
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
预选赛的小组赛已经落下帷幕，
中国女足以 3 战 2 胜 1 平（净胜
球少）位列 B 组第二，将会在 3
月份迎战附加赛的对手韩国女
足，这将关系到中国女足能否继
女排、女篮后也顺利晋级东京奥
运会。

来自《足球报》的消息，中国
女足将会补充7名球员，但王霜
为首的 3 位武汉籍球员因为疫
情的原因，基本上无缘参加与韩
国女足两回合的附加赛。

按照赛程安排，中国女足将
在3月6日和3月11日与A组头
名韩国进行先客后主两回合比
赛。

而根据韩国的入境要求,
从 2 月 4 日开始，过去 14 天有
访问过中国湖北省的所有外
国人都禁止入境。这也就意
味着，如果王霜、姚伟、吕悦云
3 名武汉籍球员无法保证在入
境之前 14 天离开湖北省，她们
可能就无法进入韩国与球队
会合。

据《足球报》报道，贾秀全
教练团队已经向古雅沙、方洁、
张睿、王焱、杨丽、李佳悦、李梦
雯这 7 名女足球员要了护照，
她们将对现有的阵容进行补
充。

7名球员中，除了小将方洁
和近期逐渐占据主力位置的李
梦雯，均是大赛经验丰富的老
将。更为关键的是，7 人中有 5
人都是中后场球员——正是中
国女足目前所急缺补强的。如
果一切顺利，她们将在关键的交
叉淘汰赛阶段前与球队会合，补
充球队现有过于薄弱的板凳深
度。

因为疫情受困于武汉的王
霜、姚伟、吕悦云等 3 位武汉籍
的女足球员基本上无缘中国女
足VS韩国女足的附加赛。

除了王霜等球员的回归问
题，主场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
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城
市大概率将无法承办中国女足
附加赛的主场比赛，第3方场地
成为备选。

有消息显示，中国足协为中
国女足参加奥预赛附加赛准备
了A、B两套计划，据了解，由协
会成立的“国际参赛应急保障
组”鉴于疫情及各国（地区）外籍
人员入境政策的复杂与持续变
化，还为女足拟订了“C计划”甚
至“D 计划”，而除了泰国、澳大
利亚之外，近邻日本亦是中国足
协理想的女足“主场”备选地之
一。据了解，日本足协对于中国
足协的相关提议表示支持，但方
案能否具体落实还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而定。

王霜基本无缘附加赛战韩国

本报综合消息 在 2 月 13 日进行
的女足奥预赛中，中国女足与澳大利
亚女足1：1战平，但因为净胜球的劣
势，位居小组第二。在接下来的附加
赛中，将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女足。
虽然没有战胜澳大利亚队，但中国女
足的发挥“震惊”了所有人。可以说
是中国女足自世界杯以来，踢得最好
的一场比赛。14日，国内媒体纷纷聚
焦报道女足赛事，并为冲击东京奥运
会最后一战献计献策。

人民日报：女足找对前进的方向

虽然未能获得胜利，但中国女足
这场比赛的表现可圈可点。在贾秀
全的调教下，这支经历了2019年世界
杯磨炼的中国女足防守愈发成熟稳
重，进攻打法也已基本成形。

这场比赛，中国女足的每一位上
场球员都踢出了高水平。面对澳大
利亚女足的惊人攻击力，由队长吴海
燕领衔的中国女足防线经受了考验，
通过协防和积极上抢化解了多次险
情，门将彭诗梦还扑出了对方一记极
有威胁的直接任意球。澳大利亚女
足进攻的重点在右路，中国女足左后
卫翟晴苇不仅能遏制住对手的进攻，
还能攻入对方腹地送出传中。中国
女足的两名后腰马君和姚凌薇配合
默契，攻防调度颇为有序，前者还为
唐佳丽送上助攻。中国女足攻击线
上，除了攻入一球的唐佳丽，王珊珊、
李影、张馨也制造了不少威胁，而且
她们在前场的压制也减轻了后防的
压力。

新京报：王霜缺阵催生女足新进
攻组合

因为疫情，中国女足这次的参赛
阵容严重受损。王霜、姚伟、吕悦云、
李梦雯4名主力滞留国内，未能随队
出征。这次只有21名球员来到澳大

利亚，说这是个“残阵”也不为过。由
于缺少了王霜，贾秀全这次采用了李
影加王珊珊的双前锋组合，但两人的
搭配相比东亚杯时将王霜顶在锋线
上的尝试更有效。

广州日报：中国女足应该学一学
国乒

中国女足应该学一学国乒，让王
霜等人先到第三国训练14天，然后再
从第三国转赴韩国参加首回合比赛。

从 1 月 26 日前往德国到 3 月 29
日世乒赛结束，国乒将一直在海外集
训备战。如此，在国际赛事中，就不
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粤媒的这一
建议，切中肯綮。现在，有关方面就
应该特事特办，赶紧让王霜等人“出
来”，在第三国隔离训练14天。届时
再前往韩国的话，没有任何问题。到
时候，即使无法踢第一场比赛（在韩
国），能够踢第二场（第三国），对于中
国女足来讲，也是莫大的利好。

新快报：女足淘汰韩国希望很大

按照赛程，中国队与韩国队的两
回合附加赛将在 3 月 6 日和 11 日进
行，中国队的赛程为“先客后主”。

根据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韩国
队排在第20位，而中国队则排在第15
位。两队最近23次交锋，中国队以13
胜6平4负占据优势。最近5次交手，
中国队更是以 4 胜 1 平保持不败，打
进7球丢1球。从过往战绩和中国女
足现在的状态来看，只要正常发挥水
平，两回合淘汰韩国队还是有很大的
希望。

更重要的是，本次比赛包括王霜
在内的4名女足球员因故未能随队出
征。根据规则，球队在附加赛前可以
更换球员名单，因此这4名球员还有
机会在附加赛时回归中国队，这也将
直接提升球队的实力。

新华社北京2月 14日电
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特殊时期，中国健儿在国际
赛场上屡创佳绩，提振了民族
士气，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
通报，决定对中国女子篮球队
和隋文静、韩聪、刘佳宇、任子
威等运动员进行通报表扬。

中国女篮在奥运会预选赛
中三战全胜进军东京奥运会，
隋文静、韩聪六夺国际滑联花
样滑冰四大洲锦标赛双人滑项
目冠军，刘佳宇问鼎国际顶级
单板滑雪赛事冠军，任子威夺
得短道速滑世界杯分站赛1500
米冠军。

通报表示：“优异成绩的取
得，充分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
彰显了中国体育力量，传递了

磅礴的体育正能量，极大地激
发了全国人民战胜疫情的必胜
信念和团结奋进的英雄气概。
经研究决定，现对中国女子篮
球队和隋文静、韩聪、刘佳宇、
任子威予以通报表扬。”

通报呼吁：“全国体育系统
广大干部职工、广大运动员教练
员，要以受表扬对象为榜样，学
习他们祖国至上、为国争光的爱
国情怀，学习他们不畏强手、勇
毅奋进的斗争精神，学习他们迎
难而上、永不言败的责任担当。”

通报同时表示，希望体育
系统干部、职工、教练员、运动
员 扎 实 工 作 、担 当 作 为 ，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上取得让祖国和人
民满意的优异成绩。

体育总局通报表扬

中国女篮、隋文静、韩聪上榜

一天之内

33家中甲中乙球队解散家中甲中乙球队解散

媒体聚焦媒体聚焦：：女足找对前进方向女足找对前进方向

三连三连胜助丁俊晖寻回自信胜助丁俊晖寻回自信
还需和高手过招磨炼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