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A今日赛程
19：35 新疆 VS 吉林

英超
7月8日
01:00水晶宫VS切尔西
03:15阿森纳VS莱斯特城
7月9日
01:00曼城VS纽卡斯尔
03:15布莱顿VS利物浦
7月10日
01:00伯恩茅斯VS 热刺
03:15阿斯顿维拉VS曼联
西甲
7月8日
04:00塞尔塔VS马德里竞技
7月9日
04:00巴塞罗那VS西班牙人
7月11日
04:00皇家马德里VS阿拉维斯
意甲
7月8日
03:45 AC米兰VS尤文图斯
7月9日
03:45罗马VS帕尔马
7月10日
03:45维罗纳VS国际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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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萨最后4轮能否成功逆袭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6月5日
晚至 6 日凌晨，英超两强利物浦和曼
城先后登场，利物浦 2：0 战胜阿斯顿
维拉，曼城却 0：1 不敌南安普敦。赛
后利物浦主帅克洛普表示想要打破曼
城创下的英超赛季得分纪录。

马内和琼斯的进球帮助利物浦轻
松获胜，萨拉赫本场达成助攻后，他在
116 场英超中制造了 100 球（73 球、27
助攻），在英超历史上，他的效率仅次
于传奇射手阿兰·希勒。

此役过后，利物浦积分也达到了
89分，如果最后5轮能够保持全胜，他们
将获得101分，打破曼城在2017-2018赛
季创造的纪录——100分。

赛后克洛普表示：“我们来这里并
没有考虑纪录的事情，我们总是百分
之百投入战斗，这一点从未改变。老
实说，到现在为止我都不关心这些数
字，我们不想要纪录，只想要三分。当
然，如果能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就太
好了。”

按照克洛普的说法，他不会拒绝

创造纪录的机会，“我想小伙子们都知
道，如果我们想创造一个纪录，那就要
争取拿下每一场比赛，就是这么简
单。”

利物浦还在为一个更加完美的英
超赛季而努力，曼城似乎已经在这个
战场意兴阑珊。

0：1被南安普敦爆冷后，主帅瓜迪
奥拉遭遇了执教生涯的首次联赛客场
三连败，他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总体
来说，我们踢得十分出色，创造了很多
机会，但是我们还是输了很多比赛，即
使是我有时候也很难找到原因。”

数据显示，曼城轰出了多达26脚
射门，创造了队史近 4 年的单场最多
射门却无进球的纪录。

另据新华社罗马7月5日电（黎
梦青）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 5 日结束
第30轮的全部比赛，国际米兰在主场
遭博洛尼亚2：1逆转。止步2连胜的
蓝黑军团目前积64分，仍排在积分榜
第三位。那不勒斯主场 2：1 战胜罗
马，升至积分榜第五。

本报综合消息 西甲第34轮，西班牙人主场
0：1不敌莱加内斯。西班牙人输掉这场保级大战
后，降级基本成为定局。本场比赛，武磊重回首
发，但是表现一般，仅完成1次没有命中目标的
射门，第64分钟，武磊被替换下场。赛后数据网
站whoscored对两队球员进行评分，武磊仅得到
5.9的不及格分。

本场比赛武磊总共出战了64分钟，完成1次
射门，没有命中目标。触球7次，传球5次，完成1
次成功的头球争顶。武磊还造了1次犯规，同时
有1次越位。

赛后，数据网站whoscored根据球员的数据，
对两队球员进行评分，武磊仅得到5.9的不及格
分。本场比赛西班牙人首发阵容当中，仅有武
磊、德托马斯和门将迭戈-洛佩斯的评分不及格，
三人的得分都是5.9分，也就是说，武磊是此役西
班牙人首发11人当中，评分最低的球员。

西班牙媒体《每日体育报》根据球员的综合
表现，赛后对西班牙人球员进行了评分，武磊仅
得到3分，同样是西班牙人首发11人当中最低的
分数。《每日体育报》对武磊本场比赛的表现，给
出这样的评语：“武磊没有获得破门良机，主帅鲁
菲特已经给了武磊充足的时间，武磊没有好好利
用，最后被卡莱里替换下场。”

本报综合消息 西班牙人主场0：1不敌莱加
内斯，在联赛仅剩 4 轮的情况下落后安全区 11
分。西班牙人仅存理论上保级的可能性，最快下
轮与巴塞罗那的德比战后就将跌入西乙赛场。

西甲34轮战罢，西班牙人24分排名垫底，莱
加内斯28分倒数第2，马洛卡29分倒数第3。西
甲是最后3名降级，目前排在离降级区最近的有3
支球队，塞尔塔、埃瓦尔、阿拉维斯同积35分。西
班牙人距离安全区11分，西甲仅剩最后4轮。

即使西班牙人最后 4 轮 3 胜 1 平拿 10 分，积
分最高只能拿到34分，也不可能逃离最后3名的
降级区。西班牙人保级的前提是最后4轮全胜全
取12分，积分最终达到36分，且38轮后至少有4
支球队积分不能高于36分。

我们再来看看西班牙人最后4轮的对手：第
35轮客场挑战第2的巴塞罗那，第36轮主场迎战
第16名的埃瓦尔，第37轮客场挑战第9的瓦伦西
亚，第38轮主场迎战第17的塞尔塔。

西班牙人最后4轮有1个争冠和2个保级对
手，尤其是下轮与巴塞罗那的德比战难度最大。
如果无法在诺坎普爆冷拿3分，即使抢得1分也
无济于事。若西班牙人客场爆冷，也必须在最后
3轮全胜，而且还要看其他对手的脸色。

以西班牙人目前5连败、6轮不胜的颓势，想
要在最后4轮全胜并保级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一旦奇迹发生，西班牙人收获4连胜积分达
到36分，存在与其他对手同分的可能性。不过西
甲还有4轮，现阶段比较胜负关系毫无意义。或
许在下周中（北京时间7月9日凌晨4点）的德比
战后，西班牙人的命运就能得到宣判。

西班牙人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境地，原因是多
方面的，其中运气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拿本轮
比赛来说，西班牙人打进了3个进球都被判无效，
如此“点背”恐怕连神仙也救不了。

新华社郑州7月6日电（记者李嘉南）记者6
日从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获悉，河南建业主教练
王宝山因个人原因辞职，不再担任河南建业足球
俱乐部一线队主教练职务，俱乐部将组建一线队
教练工作组，负责本赛季的赛事工作。

2018年9月，王宝山正式担任河南建业队主
教练。执教期间，王宝山带领球队在中超联赛
2018赛季保级成功。中超联赛2019赛季，河南
建业队取得11胜8平11负的成绩，位列中超积
分榜第8位。

本报综合消息 2019-2020 赛季西班牙
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北京时间6月5日晚至
6日凌晨上演数场重头戏，皇家马德里客场
1：0 小胜毕尔巴鄂竞技，继续领跑西甲，巴
塞罗那则在客场 4：1 击败比利亚雷亚尔。

巴萨大胜比利亚雷亚尔，仍落后皇马4
分

伴随着4：1大胜，巴萨还迎来了一场纪录
之夜，比赛中梅西、法蒂和苏亚雷斯都有创纪
录的表现。

比赛第3分钟，比利亚雷亚尔球员保-托
雷斯自摆乌龙，开场便送给对手大礼。好在
随后赫拉德-莫雷诺扳回一城。但第 20 分
钟，梅西助攻苏亚雷斯完成破门，巴萨再度领
先；第45分钟，梅西脚后跟传球，格里兹曼挑
射破门；终场前，法蒂低射入网锁定胜局。

先后帮助苏亚雷斯和格里兹曼破门后，
梅西本赛季西甲助攻数已达19次，创个人最
佳纪录，此前他单赛季助攻数最多的是
2014-2015赛季和2010-2011赛季的18次。

不仅如此，梅西距离哈维保持的西甲单
赛季20次助攻纪录，只有一步之遥，距离托马
斯-穆勒刚刚创造的五大联赛单赛季的21次
助攻纪录，也仅仅只差2次。

而接梅西传球破门的苏亚雷斯也追平了
库巴拉的194球，在巴萨队史射手榜上排在并
列第3名。

另外，法蒂在第86分钟的低射破门不仅
为球队锁定胜利，还让巴萨队史总进球数达
到9000粒。

在本赛季西甲联赛还剩最后4轮的情况
下，巴萨终结连平后仍然以4分之差落后于皇
马。

皇马只剩1场硬仗，巴萨能成功逆袭吗？

随着本轮西甲巴萨和皇马都获胜，西甲
的争冠悬念继续保持，目前的情况是联赛还
剩下4轮，皇马领先巴萨4分，同时在胜负关
系上皇马占优，巴萨想要翻盘的话得在4场比
赛中比皇马多拿5分，接下来两队的比赛和对
手都备受瞩目。

巴萨赛程：7 月 9 日 4:00，主场迎战西班
牙人队；7 月 12 日 1:30，客战巴拉多利德；第
37 轮面对奥萨苏纳；末战客场挑战阿拉维
斯。

皇马赛程：7 月 11 日 4:00 主场面对阿拉
维斯；7月14日4:00客场挑战格拉纳达；第37
轮面对比利亚雷亚尔；第38轮做客挑战莱加
内斯。

巴萨下一轮的对手是西班牙人，对手必
须要拿3分才可以避免提前降级，但是联想到
武磊所在的球队表现低迷，即便是到了德比
战，他们也不可能阻挡住巴萨的脚步。巴拉
多利德和奥萨苏纳都是无欲无求的队伍，末
战阿拉维斯，对手要全力保级，这对于巴萨来
说是一个挑战。

皇马的情况是接下来面对领先降级区6
分的阿拉维斯，同时末战莱加内斯，这两场对
手都需要保级。格拉纳达无欲无求，但是倒
数第二轮面对黄潜比利亚雷亚尔，要知道的
是比利亚雷亚尔的实力很强，而且他们位居
第五名仅仅落后欧冠区的3分，他们肯定是希
望全力冲击欧冠的，这对于皇马来说将是一
个硬仗。

所以单单从赛程上分析来看，巴萨毫无
疑问是占优的，但是争冠的形势中皇马处于
绝对领先的位置，哪怕是他们输给比利亚雷
亚尔，而巴萨全胜，皇马也依旧领先死敌1分，
其他的对手都不强，所以巴萨想要逆袭，真的
太难了。

7月9日 04:00 巴塞罗那VS西班牙人

建业官宣主帅王宝山辞职

西班牙人

下轮不胜巴萨即降级

武磊评分全队最低
西媒：给足机会他没好好利用

利物浦赢球利物浦赢球，目标曼城夺冠纪录

本报综合消息 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将于10月重启，国足新一期集训
时间尚未确定。据记者了解，中国足
协在编排中超赛程时充分考虑了国足
备战的需要，必要时会优先国足集训。

6月初，亚足联官方宣布，原定于
3月和6月进行的世预赛40强赛将延
期至10月8日和13日以及11月12日
和17日进行。国足在这4个比赛日将
先后迎战马尔代夫、关岛、菲律宾和叙
利亚，其中3场都是主场作战。

新赛季中超确定在 7 月 25 日开
打。有消息称，联赛第一阶段进行期
间，足协将在8月24日至9月8日暂停
联赛两周，为国足集训“让路”。据记
者了解，足协设计赛程时确实考虑到
了国足备战世预赛的需求，必要时会
优先国足集训，但具体集训时间尚未
确定。

据多家媒体报道，中超第一阶段
14 轮比赛将在 9 月底之前打完，两种
猜测分别是9月25日和9月28日，但

无论收官日是哪个，国足都可以利用9
月底至10月8日对马尔代夫比赛前一
周左右时间进行冲刺备战。

10月同时重启的很可能还有亚冠
赛事。在 6 月的亚足联会议上，东亚
区各国代表倾向于10月中旬重启，如
果该提议在7月23日的亚足联会议上
通过，亚冠和 40 强赛将在 10 月“撞
期”，部分来自中超BIG4 的国脚将面
临密集赛程。

中超赛程编排很棘手中超赛程编排很棘手 给国足让路还要兼顾亚冠给国足让路还要兼顾亚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