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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昨日战报
快船99：108老鹰
奇才88：107火箭
尼克斯94：108爵士
1月28日
08:00 步行者VS黄蜂
08:00 活塞VS骑士
08:00国王VS魔术
08:30 篮网VS老鹰
08:30 掘金VS热火
08:30 湖人VS76人
08:30雄鹿VS猛龙
09:30 凯尔特人VS马刺
10:00 奇才VS鹈鹕
10:00 雷霆VS太阳
10:00独行侠VS爵士
11:00森林狼VS勇士

国安或碰卫冕冠军

广州与川崎前锋同组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7日，2021年亚冠

联赛小组赛阶段抽签结果揭晓。2021赛季亚冠联赛
从32支球队增加至40支球队，东亚赛区和西亚赛区
各增加至 5 个小组，每组 4 支球队。中超冠军江苏
（苏宁）、亚军广州（恒大）和足协杯冠军山东泰山（鲁
能）已直接获得亚冠正赛资格，北京（国安）则需征战
附加赛。

根据抽签结果，江苏苏宁与名古屋鲸八、马来西
亚柔佛新山以及附加赛泰国和韩国球队之间的胜者
同居G组；山东泰山与泰国港口、中国香港杰志队以
及一支附加赛球队进入J组；广州队则与日本川崎前
锋、菲律宾联城FC和一支附加赛的胜者同在I组；北
京国安如果通过附加赛将进入F组，同组球队还有
卫冕冠军韩国的蔚山现代、泰国的BG巴吞联队和越
南的电讯体工队。

根据亚足联1月25日公布的赛程，小组赛阶段
将继续以赛会制形式进行。东亚区的小组赛从4月
21日开始，5月7日结束；资格赛以及附加赛定于4
月7日和4月14日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北京国安将
于4月14日迎战澳超布里斯班怒吼队与菲律宾伊洛
伊洛队之间的胜者。

八强产生后，亚足联将进行淘汰赛阶段的对阵
抽签仪式，不过时间尚未敲定。淘汰赛阶段的比赛
日期具体为：东亚区安排在9月14日和15日各进行
两场八分之一决赛；9月28日和29日，各进行一场四
分之一决赛；八分之一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都将采
取单场淘汰赛制，半决赛和决赛则采取两回合制。
半决赛两回合比赛定于10月19日、20日和10月26
日、27日进行；冠亚军决赛则定于11月21日和27日
进行。

本报综合消息 米兰德比该是什
么样的？沉寂了太久之后，米兰德比
终于迎回了火药味和到最后一刻才
揭晓的悬念——卢卡库和伊布的冲
突，伊布被红牌罚下，埃里克森的压
哨绝杀……太多元素为本场比赛贡
献了话题。

北京时间1月27日凌晨，意大利
杯四分之一决赛上演米兰德比，国际
米兰在主场以2：1逆转AC米兰，接下
来他们的对手将是尤文图斯和斯帕
尔的胜者。

本场比赛伊布在第 31 分钟拔得
头筹，但随后在第58分钟主裁判瓦莱
里认定伊布对科拉罗夫犯规，亮出第
二张黄牌将其罚下。

第71分钟，巴雷拉在禁区右侧被
莱昂铲倒，主裁场边观看VAR回放补
吹点球，卢卡库主罚命中左上角，比
分变为1：1。而在长达10分钟的补时
里，埃里克森主罚任意球挂左上角，
最终以2：1逆转比赛。

此前的比赛，伊布代表 AC 米兰
七战国米打进8球，而卢卡库三场比
赛攻入 3 球，本场比赛再次贡献进

球。但是这两位进球功臣在半场结
束前却发生冲突，当时两人互相用言
语攻击对方，裁判向两人各自出示一
张黄牌，这也为下半时伊布领到红牌
埋下了伏笔。

赛后，意大利和英国媒体也对两
人的口角进行了解读，透露言语都颇
为粗鄙，涉及了对方的家人。伊布上
一次在欧洲赛场染红，还是效力巴黎
圣日耳曼期间。

除此之外，第 75 分钟，比赛最富
有戏剧性的画面出现了。当值主裁
瓦莱里大腿肌肉拉伤，跑到场边接受
治疗。在确认无法坚持比赛后，第四
官员登场继续执法比赛。由于比赛
多次出现意外情况，所以伤停补时时
间多达10分。

赢下这场艰难的比赛后，国米主
帅孔蒂难掩喜悦，并重点表扬了绝杀
的埃里克森。

“我们已经进入到半决赛，这是
球队连续第二年做到这一点，球员
们应该受到赞誉。埃里克森将会留
在国际米兰，我为他的进球感到高
兴。”

新华社华盛顿1月26日电（记者王集旻）没有了
“真空气泡”，美职篮也无法摆脱疫情的冲击。新赛
季以来，美职篮已有22场比赛由于疫情相关原因遭
遇被迫推迟的窘境。

同其余项目和联赛一样，
上赛季的美职篮也受到疫情
巨大影响长时间停摆。去年
夏天美职篮结束停摆、艰难重
启，选择了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附近的迪士尼世界相关体育
运动园区进行关门比赛，当时
比赛顺利完赛。如今没有了

“真空气泡”的保护，恢复了主
客场制的新赛季逐渐遭遇疫
情的阻击，麻烦的状况在 1 月
集中暴发，这22场被迫推迟的
比赛中，有21场发生在1月10
日之后，推迟的比赛涉及30支
球队中的24支球队。

据媒体报道，这些推迟的
比赛或将在 3 月之后进行补
赛，但最终这些比赛是否都将
打完尚不得知，比如疫情“重
灾区”华盛顿奇才和孟菲斯灰
熊都有可能因为补赛而在常
规赛下半段密集作战，这种补
赛怎样执行都还是未知数。

新华社伦敦1月26日电（记者张薇）一天前刚
刚宣布解雇主帅兰帕德的切尔西26日迎来新任主
帅图赫尔。这位曾执教巴黎圣日耳曼的德国人与英
超豪门签下18个月合同并附带延长条款。

47岁的图赫尔此前在巴黎圣日耳曼执教，不仅
率队两夺法甲冠军，而且带领“法甲巨人”于上赛季
首次打进欧冠决赛。不过，“大巴黎”于去年年底宣
布与图赫尔分道扬镳。

“我要感谢切尔西对我和我团队的信任。”图赫
尔说,“我们对于兰帕德的工作以及他对球队的打造
怀有最大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已经等不及要和队
员们见面，和大家一起征战最令人兴奋的英超联
赛。”

42岁的兰帕德于2019年7月走马上任，上赛季
带领“蓝军”排名英超第四。去年夏天，切尔西豪掷
两亿多英镑引入多名强援，但新赛季以来豪华阵容
实现的化学反应并不理想，球队在19轮英超过后仅
位列第九。

图赫尔26日晚已经第一次带领“蓝军”训练，27
日则率队出战与狼队的英超比赛。

新华社伦敦1月26日电（记者张薇）曼城26日
到访西布罗姆维奇毫不给主队留情，5：0大胜后暂
时升至英超积分榜头名。阿森纳客场对阵南安普敦
后来居上，以3：1击败对手。

主力射手阿圭罗本赛季以来长期缺阵，曼城主
帅瓜迪奥拉表示他们已能应对。本场比赛中场核心
德布劳内也不在场，但曼城对于“升班马”西布罗姆
维奇而言依然过于强大。

京多安、坎塞洛、马赫雷斯在上半场就纷纷洞穿
对手城池，其中京多安不仅在第六分钟为曼城力拔头
筹，而且在第30分钟再添一分。4：0的比分使得下半
场已无悬念。瓜迪奥拉干脆让巴西射手热苏斯稳坐
替补席，斯特林则于第57分钟为曼城锦上添花。

本场胜利意味着曼城在 19 场比赛拿下 41 分，
从而以1分优势超越曼联，本赛季以来首次登上积
分榜首位。

阿森纳同日做客南安普敦，开场仅3分钟便被
主队的阿姆斯特朗凌空打门攻入一球。不过，“枪
手”落后的时间只有5分钟，佩佩接队友直传杀入禁
区扳平比分。第39分钟，小将萨卡利用对方门将出
击失误打空门得手，阿森纳以2：1实现反超。

易边再战，19岁的萨卡助攻拉卡泽特破门，阿
森纳最终以3：1取得联赛两连胜。

新华社东京1月27日电（记者王
子江）由于日本对抗疫情采取的入境
限制措施，原计划在 3 月 4 日重启的
东京奥运会测试赛将推迟举行，这对
于奥运会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挫折。

共同社当天报道，东京奥组委第
一项测试赛是花样游泳奥运会预选
赛，比赛原定在3月4日至7日举行，
但国际泳联和日本泳协认为，由于日
本政府已经禁止没有居留资格的外
国人入境，这项比赛已经很难举行。

据透露，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0个
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原计划赴日参
赛，比赛在去年10月刚刚启用的东京

水上中心举行，比赛将决定双人和团
体项目的奥运会参赛名额，日本队以
东道主身份已经获得比赛资格，不需
要参赛。

报道说，相关组织已经考虑将比
赛放到 4 月或者 5 月举行，并相信问
题可以得到顺利解决。这项比赛是
东京奥运会测试赛重启之后的第一
项比赛，也是在三月份举行的唯一一
项测试赛，其他17项测试赛都在4月
或者5月举行。包括东京都在内的日
本 11 个都道府县的紧急状态将在 2
月7日结束，但有报道说，日本政府正
在计划将紧急状态延长一个月。

东京奥运会测试赛重启时间被迫推迟

伊伊布被罚下 国米逆转绝杀AC米兰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9日凌晨，英超联
赛第20轮将迎来一场焦点之战，热刺在主场迎战利
物浦。热刺锋线火力全开，红军防线再遭考验。究
竟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

热刺在近7场比赛中收获了5胜2平的不败战
绩，球队近期状态相当不错。本赛季至今，热刺只有
3场联赛未取得进球，场均进球数达到1.8个，球队锋
线火力十分凶猛。热刺在过去6场比赛中有3次零
封对手，期间一共只失3球，球队防守质量颇高。凯
恩和孙兴慜组成的锋线目前在各项赛事中已经攻入
34球，是球队的主要得分点。热刺在过去10个主场
比赛中只有1场落败，期间胜率高达八成，并且多次
零封对手，主场威力十足。

不过，热刺目前进球主要依靠凯恩和孙兴慜，其
他球员进球效率过低，火力点偏少。

利物浦过去10次面对热刺只有1次失利，其中
有8场胜出，此番交手具备心理优势。在本赛季先
进球的10场比赛中，利物浦无一败绩，其中有6场比
赛胜出，顺境下能力出众。在本赛季先失球的7场
比赛中，利物浦在4场比赛中成功扳平或逆转获胜，
球队抗压能力不错。

不过，利物浦近期连续爆冷告负，过去7场比赛
只取得1场胜利，球队抢分能力明显下滑。利物浦
在近4场联赛中都未能收获进球，锋线持续哑火，进
球能力相比前期退步很大。除了范戴克外，戈麦斯、
齐米卡斯、马蒂普、凯塔、若塔、亨德森等多位球员都
陆续遭遇伤病困扰，战力大幅缩水。

利物浦在近5轮联赛未尝胜绩，球队表现持续低
迷，且一直没能解决锋线哑火的问题。而热刺在上一
轮联赛中以3：1轻取谢菲尔德联，近期球队状态有回
暖的迹象。因此，本场比赛热刺主场抢分大有希望。

红军状态低迷 热刺有望抢分
英超第20轮 1月29日 04:00 热刺VS利物浦

曼城暂登顶 枪手后来居上

蓝军宣布新帅图赫尔上岗

新华社日内瓦1月26日电 国际奥委
会官网 26 日消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与各国（地区）奥委会22日围绕东京奥运
会以及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进行了电话
磋商会议，会议中提到国际奥委会将与各
国（地区）奥委会合作，协助运动员在入境
日本前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国际奥委会在会上表示，将与各国
（地区）奥委会合作，鼓励和协助其运动
员、参赛官员等人员在入境日本之前，按

照各国（地区）防疫要求在本国（地区）接
种疫苗。国际奥委会解释称，这是为了奥
运会能有一个安全的举办环境，也是出于
对日本人民的尊重。

在谈到疫苗时，国际奥委会表示：“我
们支持优先为弱势群体、护士、医生和保
护我们社会安全的每一个人接种疫苗；当
疫苗接种进行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时，我
们呼吁各奥运会参赛代表团运动员接种
疫苗。”

巴赫在会议中说，国际奥委会将继续
与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组委会以
及日本和中国国家、地方政府合作，并与
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协商，尽一切努力举办
安全可靠的奥运盛会。

据了解，国际奥委会及其合作伙伴正
在制定一套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工具
箱”，其中包括入境程序、检疫措施、个人
防护设备、接触者追踪以及疫苗接种等措
施。

国际奥委会将协助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接种疫苗

疫情挥之不去

美职篮遭遇冲击

CBA联赛昨日战报
天津93:103吉林
同曦100:127北控
新疆130:102福建
上海120:146广东
四川108:112广厦
辽宁117:103 深圳

今日
12:30 广州VS北京
19:35 青岛VS浙江
20:00 山东VS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