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BA昨日战报
尼克斯89：107魔术
老鹰122：114凯尔特人
火箭113：118 76人
掘金128：130奇才
步行者134：128 森林狼
活塞102：105公牛
开拓者126：124 鹈鹕
雷霆113：122灰熊
热火112：120勇士
爵士114：96 快船
2月19日
08:30猛龙VS雄鹿
11:00蓝网VS湖人
11:00热火VS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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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2 月 18 日凌晨，英
超第16轮一场补赛上演，曼城做客古迪逊公园球
场，凭借菲尔·福登、马赫雷斯和贝尔纳多·席尔
瓦的三个进球，瓜迪奥拉的球队3：1击败埃弗顿，
豪取各项赛事的第17场连胜。

进入2021年之后，曼城取得了英超10连胜，
创造了英格兰顶级联赛133年历史上的最佳自然
年开局。

积分榜上，曼城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10
分——看上去已经没有球队可以阻止“蓝月亮”
赢得本赛季联赛冠军了。

而自从去年11月22日0：2输给热刺之后，曼
城 16 场英超保持不败，打入 39 球仅丢 4 球。此
外，曼城在16场比赛未曾落后，此战绩超越上赛
季的利物浦、2008-2009 赛季的曼联、2001-2002
赛季的阿森纳。

曼城接下来的5个英超对手先后是：阿森纳、
西汉姆联、曼联、富勒姆和狼队。

“我们还有42分需要争取，现在是2月中旬，
我们可以休息几天，比赛太多了，”瓜迪奥拉说，

“凯文（德布劳内）和塞尔吉奥（阿圭罗）回来了，
这是不可思议的好消息。”

无论是各项赛事17连胜，还是新年以来英超
10连胜的纪录，都没有让曼城主帅瓜迪奥拉太过
激动。他表示这都是以前没人实现过的，曼城能
实现当然很好，“但我们要关注的是下一个对手
阿森纳”。

那么曼城还能拦得住吗？
还有机会，但希望不大。英超史上，领先次

席多达10分却未能夺冠的先例，只有两个：1996
年的纽卡，1998年的曼联。对照之前10个赛季，
曼城最早在第5轮开始领跑，毫无悬念直到终点，
最迟第36轮，分别由曼奇尼和佩莱格里尼率队攀
上榜首。英超史上，尚无球队从开打领跑到加
冕。上赛季利物浦从第2轮开始已是极限。穆里
尼奥为切尔西夺得第三个英超冠军时，从第3轮
领跑。期间虽短暂和曼城齐头并进，但韧劲十
足，不给对手任何念想。如果从季中登顶算起，
曼联最近两次夺冠分别是第 13 和第 15 轮拿到

“黄衫”，孔蒂在第12轮确立领先地位。能和曼城
眼下环境相提并论者，就是莱斯特城和曼城自
己。

莱斯特城在2016年1月23日（第23轮）击败
斯托克城，夺回失落5轮的榜首，再无失手；瓜迪
奥拉最近一次夺冠，也经历类似波折，于2019年3
月3日（第29轮）击败伯恩茅斯，再拜埃弗顿在德
比拖住利物浦，抢回头把交椅。这意味着，如果
曼城打完第29轮（迎战狼队）仍是榜首，即使领先
次席只有1分，他们也极可能率先撞线。

那么，包括狼队在内的五个对手，谁能起到
“绊脚石”、“香蕉皮”的作用？富勒姆目前仍处在
降级区，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狼队暂列第12，本季
状态一般。拦截的重任，落在曼联、西汉姆和阿
森纳身上。这意味着：3月6日的曼彻斯特德比，
可能会成为决定赛季冠军归属的一战。

曼城10分领跑，英超冠军稳了？

本报综合消息 2 月已经过半，
原计划于3月份进行的两轮世界杯
预选赛亚洲区40强赛，如期进行的
可能性越来越小。从亚足联这几日
收集的反馈消息来看，40 强赛剩余
比赛大概率将整体延期至 6 月进
行。而对国足来说，利好消息是他
们所在的 A 组中，其他对手已基本
同意在中国完成剩余比赛，赛地有
望放在上海。

从目前的情况看，亚洲范围内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出入境方面都
有入境人员隔离 10 天至两周的要
求，有的国家和地区隔离时间更
长。40强赛小组赛剩余4轮全部延
至6月采用赛会制，成了亚足联唯一
的选择。不过对于国足来说，这却
是个利好，因为国脚们可以借此机
会享有主场优势。

国足还剩4场小组赛，其中3个
主场，对手分别是马尔代夫队、菲律
宾队和叙利亚队；1 个客场，对手是
关岛队。

为了确保主场优势，早在去年
底，中国足协就和关岛足协积极协

商，希望他们能够到中国来打40强
赛，最终关岛足协同意放弃主场机
会。此后，中国足协又先后与马尔
代夫、菲律宾以及叙利亚足协积极
沟通，希望对方球队来中国参加赛
会制比赛，完成40强赛剩余比赛，均
得到肯定的答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成为
国足主场的可能性非常大。去年
底，2023 年亚足联亚洲杯上海赛区
组委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上除
了谈及“及时启动上海赛区各项筹
备工作”外，也特别提到了“加强与
国家相关部门沟通对接，积极争取
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部分赛事在沪
举办”。由此看来，上海市足协已经
做好了承办剩余 4 场 40 强赛的准
备。

同时，国足将在3月再次展开集
训，地点正是上海。

确认了赛会制，且主场放在中
国，国足的赛程也随之基本确定：他
们将从 6 月 3 日至 15 日，在 13 天内
连赛4场。具体来说，比赛将从6月
3日开始，每隔4天进行一场。

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剩余赛事将采用赛会制

国足4场比赛有望落户上海

本报综合消息 尤文图斯继续着本赛季低迷
的状态。北京时间2月18日凌晨，欧冠八分之一
决赛首回合做客波尔图，上下半场刚开始，尤文
就出现重大失误，主队的塔雷米和马雷加先后进
球，好在小基耶萨在比赛最后时刻帮忙斑马军团
拿到了一个客场进球——尤文图斯虽然 1：2 输
球，但好歹还是保留了晋级希望。

比赛最后时刻，C 罗禁区内停球后，被对手
冲撞倒地，VAR并没有对这次倒地进行审查，裁
判也没有判罚点球，这引起了争议。评论嘉宾温
格和古利特都认为，这应该是一粒点球。

当然，尤文图斯最终输球，还是怪自己后防
线在两个半场开始后走神，尤其是上半场本坦库
尔回传失误让伊朗前锋塔雷米铲射首开纪录。

“我们为这场比赛做了充分准备，这不是我
们想要的态度。当你在1分钟后丢了一个球，这
是一个很奇怪的失球，球员们自然会失去信心，
特别是面对一支知道如何防守的球队。”

皮尔洛对于球队表现并不满意，“我们原本
计划进攻更加纵深的空间，但是如果你触球太
多，事情就会变得复杂。我们不聪明，球倒得太
慢。”

“赛程清单密密麻麻，你不能总是保持绝对
的专注和正确的节奏，但这不应该发生在冠军联
赛16强比赛中。”

本报综合消息 姆巴佩刚刚在诺坎普球场完
成了帽子戏法，和法国人并称“新绝代双骄”的哈
兰德也不甘落后。

北京时间2月18日凌晨，欧冠八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同样在西班牙，做客塞维利亚的多特蒙
德3：2逆转击败对手，哈兰德先是助攻达胡德扳
平比分，随后自己打进了两球。

数据统计，13场欧冠比赛，哈兰德已经打入
了 18 球，他只在对利物浦和大巴黎的比赛中没
有进球。

在世界最顶级的俱乐部赛事中，20岁的哈兰
德平均 55 分钟进一球——这其中在多特蒙德，
哈兰德7场欧冠比赛就打入10球，他也成为了欧
冠为一家俱乐部打入 10 球最快的球员，打破了
马凯在拜仁10场10球的纪录。

“在欧冠中进球总是很不错的，我喜欢欧
冠。我看到姆巴佩完成帽子戏法，这给了我额外
的动力，所以感谢他，这是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有着出色的比赛计划，我们落实得也
很好，我们打进了3球，这一点对于今天来说非
常重要。我们知道塞维利亚是一支优秀的球队，
我们必须要尽最大努力，特别是在上半场，能够
赢下这样的比赛很高兴。”

新华社马德里 2 月 17 日电（谢 宇 智）
2020-2021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2轮的一

场补赛 17 日进行，西甲
“领头羊”马德里竞技客
场1:1战平莱万特。第17
分钟，主队巴尔迪禁区中
路推射中的，为莱万特取
得领先。第 37 分钟，马
科斯·略伦特禁区前沿突
施冷射，以一记弧线球为
马竞将比分扳平。

目前，马德里竞技
以 17 胜 4 平 1 负积 55 分
继续排名西甲积分榜榜
首，领先多赛一场排名第
二的皇家马德里6分。

马竞客场战平莱万特

多特蒙德3：2击败塞维利亚

哈兰德梅开二度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2月18日，
国际足联公布了2020年最后一期男足世
界排名，比利时稳坐世界第一，中国队排
名亚洲第9，世界第75，和上期排名保持一
致。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国足今年没有参
加正式比赛，较去年年底的排名没有太大
变化，世界排名上升一位，也是最近三年
年终排名最高的一次。

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伊朗、韩国、澳大
利亚、卡塔尔、沙特、伊拉克、阿联酋、中
国、叙利亚排在前10。在世界范围内，前
32名球队的排名没有任何变化，比利时、
法国、巴西、英格兰、葡萄牙、西班牙、阿根
廷、乌拉圭、墨西哥、意大利排名前10。

本报综合消息 在澳网赛场，德约科维奇依旧
“独孤求败”。在北京时间2月18日晚进行的男单
半决赛中，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顶住大黑马卡拉
采夫的冲击，以6：3、6：4、6：2的比分完胜过关，第
9次闯进澳网男单决赛。

德约科维奇决赛的对手将是西西帕斯和梅德
维德夫之间的胜者，目前德约科维奇在总交手战
绩上对两人都具有优势。

一旦能够在本届澳网问鼎，已是澳网八冠王
的德约科维奇就将把自己保持的澳网冠军纪录再
度提升，个人的大满贯冠军数量也将提升到 18
个，继续拉近和费纳之间的差距。

此外，18日还进行了两场女单半决赛——在
小威廉姆斯对阵大坂直美的焦点战中，新生代明
星大坂直美以2：0获得完胜。

赛后，失去冲击大满贯24冠机会的小威泪洒
发布会，而她在赛场上向观众致意告别的动作也
引发了热议——外界纷纷猜测这是否将是小威的
最后一次澳网之旅，不过这样的猜测，并未得到小
威本人的确认。

另一场比赛，来自美国的22号种子布雷迪三
盘击败25号种子穆霍娃，将和大坂直美争夺本届
澳网冠军。

这是布雷迪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大满贯女单决
赛，而大坂直美则将向自己的第4个大满贯冠军
发起冲击。

小德闯入澳网决赛小德闯入澳网决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2 月 18 日，
2021 年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进行第三轮
争夺，大师赛新科冠军颜丙涛在与肖国栋
的内战中，先输一局后连赢四局，打出一
杆破百和两杆50+，以4：1取胜打进16强，
1/8决赛将对阵两杆破百4：3逆转获胜的
塞尔比。

威尔士赛

颜丙涛进16强将战塞尔比

客场不敌波尔图

尤文低级失误欧冠输球尤文低级失误欧冠输球

周末看台周末看台
英超
2月20日
20:30南安普敦VS切尔西
2月21日
01:30利物浦VS埃弗顿
20:00西汉姆联VS热刺
2月22日
00:30阿森纳VS曼城
03:00曼联VS纽卡斯尔联
西甲
2月20日
23:15 马德里竞技VS莱万特
2月21日
04:00巴拉多利德VS皇家马德里
21:00巴塞罗那VS加的斯
意甲
2月21日
22:00 AC米兰VS国际米兰
2月22日
03:45 贝内文托VS罗马
2月23日
03:45 尤文图斯VS克罗托内
德甲
2月20日
22:30 法兰克福VS拜仁慕尼黑
2月21日
01:30沙尔克04 VS多特蒙德
20:30奥格斯堡VS勒沃库森
22:30柏林赫塔VS 莱比锡
西乙
2月20日
23:00 西班牙人VS沙巴度尔

FIFA男足最新排名

国足亚洲第九国足亚洲第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