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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4月8日 03:00 拜仁VS巴黎圣日耳曼 03:00 波尔图VS切尔西

CBA昨日战报
吉林97：109辽宁
青岛136：117新疆
广州147：140天津
山东118：88北控
同曦109：99江苏

今日
12:30 广东VS山西
19:35 深圳VS广厦
20:00 北京VS四川

NBA昨日战报
尼克斯112：114篮网
奇才101：103猛龙
爵士103：111独行侠
国王106：116森林狼
活塞132：108雷霆
骑士125：101马刺
太阳133：130火箭
4月7日
07:00 公牛VS步行者
07:30 鹈鹕VS老鹰
07:30 76人VS凯尔特人
07:30 湖人VS猛龙
08:00 灰熊VS热火
09:00 活塞VS掘金
10:00 雄鹿VS勇士
10:00 开拓者VS快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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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旅投铁航国际旅行社

云南、大理、丽江、腾冲、瑞丽双飞8日 1950元
张家界、天门山、黄龙洞、凤凰古城（无购物无自费）双飞6日游2750元
拉萨双飞7日游 2750元 双卧2650元
九寨黄龙大巴4日游 599元
南京扬州苏杭上海双飞6日游 2460元
贵州黄果树瀑布梵净山双飞6日游 2650元
环游福建、泉州、土楼、武夷山（零自费）双飞7日 2850元
三省联动、黄山、九华山、千岛湖、根宫佛国、下姜村、双飞6日游 2260元

联系电话：6256909 18209789120 铁航八一路营业部 总社地址：昆仑路山水国际13楼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8日凌晨，欧冠
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继续展开较量，上赛季
欧冠联赛冠亚军狭路相逢，巴黎圣日耳曼将在客
场挑战拜仁。拜仁主力中锋莱万多夫斯基因伤缺
阵，巴黎圣日耳曼则看上去已经胜券在握。不过，
以巴黎圣日耳曼此前的表现来看，他们要想成功
晋级，还是要保证两回合比赛中都能有稳定的发
挥才行。

对于拜仁来说，此次国家队比赛简直不堪回
首。他们的当家射手莱万的受伤，让拜仁的欧冠
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更重要的是，莱万此次需
要伤停四周左右时间，他将缺席与巴黎圣日耳曼
之间的两回合比赛。对于莱万这样的顶级前锋来
说，只要他出现在对方禁区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巨
大的威胁。如今莱万因伤缺阵，巴黎圣日耳曼的
后防线压力必定大为减少。这也就意味着，巴黎
圣日耳曼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进攻中。而对
于拜仁来说，莱万的缺阵让球队攻击线实力大减，
如果没有莱万居中牵制，那么将无法想象萨内、科
曼和格纳布里会踢成什么样。

拥有内马尔、姆巴佩和迪马利亚的巴黎圣日
耳曼堪称兵强马壮，尤其是姆巴佩更是目前世界
最优秀的反击型前锋。他的速度对于任何球队的
后防线都是噩梦。因此，拜仁后防线将遭遇巨大
挑战。

但在此前几个赛季，巴黎圣日耳曼在两回合
比赛中往往会打出判若两队的表现。尤其是
2016-2017赛季，巴黎圣日耳曼在首回合4：0领先
的情况下，次回合被巴萨以6：1完成逆转，此后又
让曼联成为首回合两球落后，次回合在客场完成
逆转的第一支球队。因此巴黎圣日耳曼一定要保
证在两回合比赛中都有稳定的实力输出。

由于拜仁当家射手莱万伤停四周，这也给了
巴黎圣日耳曼最佳“复仇”机会。由于拜仁在攻击
端大打折扣，巴黎圣日耳曼或许可以将防反战术
进行到底。由于拜仁中后场球员在跑动中显然不
够灵动，巴黎圣日耳曼在稳固后防的同时，作为前
场优势点的内马尔、姆巴佩则可以更好的发挥各
自优点。

在本赛季接手大巴黎这艘“银河战舰”后，波
切蒂诺相比于图赫尔更加善用这支球队的每一颗

“棋子”。并且，波切蒂诺的加盟就是为了让球队
能在欧冠舞台上成功夺冠。在波切蒂诺的捏合
下，巴黎圣日耳曼或许会变得更加强大。

在当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切尔西将与
波尔图展开较量，波尔图绝对不是软柿子，在本赛
季欧冠小组赛波尔图主场对阵曼城，最终逼平对
手没有让对手进球。而在八分之一淘汰赛中对阵
拥有C罗的尤文图斯，波尔图最终以客场进球优
势成功杀入八强。不仅如此，波尔图底蕴雄厚，历
史上也夺得过两次欧冠冠军，而且波尔图作战实
力凶猛，战术打法流畅，球员配合默契。此外，波
尔图本赛季的主客场战绩非常均衡，这也正是一
支成熟球队的表现。

图赫尔在上任切尔西主帅后，带领切尔西在攻
防两端都得到惊人的提升。他之所以在短时间将
切尔西调教得这么好，是因为了解球队每个球员的
比赛与训练习惯，知道有球和无球的情况下分别要
如何运作；了解面对不同的球队需要运用到哪些不
同的战术，然后发挥出最大潜力。图赫尔与切尔西
培养出来的“高效经验”将会成为蓝军欧冠赛场上
的助推剂。但是图赫尔也存在一些缺点，比如说缺
少重磅赛事稳定的成绩，此番在欧冠赛场，也将成
为切尔西真正考验图赫尔的试金石。

不过，切尔西与波尔图的两回合比赛都将安
排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的皮斯胡安球场进行。值得
一提的是，切尔西在这座球场还有些优势。在与
塞维利亚的小组赛中，切尔西在这座球场以4：0大
胜，吉鲁上演了大四喜。此番再次回到皮斯胡安
球场，吉鲁是否能再次扬威呢？

莱万缺阵，大巴黎迎复仇良机

新华社西安4月 6日电（记者郑
昕）北京时间6日凌晨，英超联赛第30
轮结束最后两场比赛的争夺，本赛季
发挥不俗的中游球队埃弗顿和西汉姆
联双双取分。在 38 轮的联赛只剩下

“零头”时，8支球队抢夺剩余两张下赛
季欧冠联赛门票的战争正式打响。

英超联赛在还有8轮的情况下，除
了基本锁定冠军的曼城及其同城兄弟
曼联的欧冠席位无虞之外，从第三名
的莱斯特城到拥有丰富“争四”经验的
第 10 位的阿森纳，都在为下赛季欧冠
门票铆劲。

特别是西汉姆联和埃弗顿在本轮
取分后，前者超越切尔西进入前四，后
者少赛一轮、距离第四名也只有5分，
令本来看似稳定的局面再起波澜。不
仅是积分榜上的紧咬，几支深陷其中
的球队状态的此消彼长，令争夺更具
看点：切尔西在一波不败后突然以2：5
输球士气大挫，前半赛季还在为争冠
奔忙的热刺和利物浦，也都在连败后
终于止跌，开始吹响反攻号角……

本赛季的欧冠门票争夺战，也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更加错综复杂。首先
是联赛几乎没有间歇期便开打，使得
一些夏季进行了大面积补强的球队缺
乏磨合，而一些打法稳定的中下游球
队从中受益，从以往甘于中游到如今
觊觎前四席位；其次是英超废弃了上
赛季后半段因疫情而采取的“五人轮
换”制，回到每场换三人的政策，使得
阵容厚实的强队实力大打折扣；最后，

赛程的密集令不少处于三线甚至四线
作战的球队疲于奔命，往后的一个多
月，对于还有欧战任务的几支英超球
队来讲，都是容不下半点儿马虎的魔
鬼赛程。

“内耗”严重，在不少人看来是英
超前些年在欧战中竞争力不足的原
因。但到了近几个赛季，从内部锤炼
出韧劲的英超球队在欧战开始了“降
维打击”。在欧足联官网公布的各大
联赛欧战排行榜上，英超在本赛季以
19.500 分高居榜首，近 4 个赛季里有 3
个赛季坐稳抢分王位置，也顺理成章
反超西甲联赛，自 2011-2012 赛季之
后，重回第一联赛的位置。

2018-2019赛季两场欧战决赛4支
参赛队全部为英超包揽的“终局之战”
还历历在目，本赛季的欧冠和欧联杯
均已战至四分之一决赛，英超尚有5支

“幸存者”，其中欧冠赛场的曼城和欧
联杯中的曼联、阿森纳都是夺冠大热
门，想要复制上上赛季的一幕，也并非
天方夜谭。

欧冠席位带来的荣誉与真金白银
就放在那里。和曼市双雄以及不必考
虑欧战的球队相比，目前还深陷争四
泥潭的切尔西、利物浦和阿森纳每走
一步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影响到联
赛格局。到了两边都不忍放弃的关
头，这些球队是一鼓作气还是双线溃
败，又是否会有其他球队坐收渔翁之
利，将是英超收官阶段最受瞩目的看
点。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记者公兵 肖世尧）中国
足协官网6日宣布，前国脚杨晨出任中国U16国家
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中国足协官网称，根据中国足协各级国家队教
练员选聘工作程序，经过报名、资格审核和竞聘面
试，在选聘专家委员会讨论提出候选人名单的基础
上，经中国足协主席办公会研究通过，确定由杨晨担
任中国U16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

杨晨现为亚足联职业级教练，此前曾担任江苏
苏宁领队兼助理教练、贵州人和领队兼助理教练、北
京北控领队，还曾担任中国U22国家男子足球队领
队兼助理教练。

“八进二”的英超 赛季末的赛季末的““疯狂疯狂””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4月6日消息，临近赛
季末段，西甲冠军争夺也逐渐白热化。随着巴萨在
主场以1：0险胜巴拉多利德，马竞在榜首的领先优
势仅剩下1分，加上紧追不舍的皇马，三强混战的局
面，一时看不出谁能成为最后赢家。

北京时间4月6日凌晨，巴萨迎来了主场对阵巴
拉多利德的西甲第 29 轮比赛，比赛的进程堪称惊
险。下半场，巴萨球员阿尔巴在禁区内疑似手球，
但主裁判并未判罚点球。随后在第78分钟，巴拉多
利德球员普拉诺飞铲登贝莱被红牌罚下。在多一
人作战的情况下，巴萨依然难以收获进球，直到第
90分钟，登贝莱在禁区内凌空射门完成绝杀，巴萨
惊险拿下胜利。

收获3分后，巴萨仅仅落后榜首的马竞1分，皇
马也只落后马竞3分，三支球队的争冠大戏逐渐进
入高潮。

本周末，就将打
响皇马和巴萨间的
西班牙国家德比，这
场交锋将直接决定
本赛季的争冠格局。

新华社平壤4月6日电（记者洪可
润 江亚平）据“朝鲜体育”网站 6 日报
道，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依然
严峻，朝鲜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报道说，朝鲜奥林匹克委员会于3
月25日在平壤举行会议，根据委员的提
议，决定不参加东京奥运会，以保护运动
员的健康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威胁。

报道还说，会议强调在新的五年
计划期间，要在国际比赛中持续增加
获奖牌数量，在全国掀起体育热潮。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朝鲜立
即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其中包括关
闭边境，以防止病毒的传播。朝鲜官
方媒体多次表示，朝鲜迄今为止尚未
发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朝鲜宣布不参加东京奥运会

巴萨赢球落后巴萨赢球落后马竞1分

意甲第3轮
4月8日
00:45 尤文图斯VS那不勒斯

意甲第28轮
4月8日
00:45 国米VS萨索洛

杨晨出任杨晨出任

U16国家男足主教练

新华社北京4月6日
电 中国篮协 6 日在官方
网站上公布了一则处罚
通知，宣布对CBA北控队
外援约瑟夫·杨进行停赛
处罚，从即日起执行。

根据该处罚通知介
绍，约瑟夫·杨与他曾经
合作过的经纪公司 CGL
Sports LLC 产生了纠纷，
篮球仲裁庭已经对该案
进行了裁决，但杨未执行
篮球仲裁庭的裁决，因此
CGL 公司向中国篮协提
出申请，对杨进行处罚。

处罚通知中写道：给
予约瑟夫·杨在中国篮球
协会辖下赛事活动暂停
参赛的处罚，暂停参赛期
限自本处罚通知签发之
日起生效，至约瑟夫·杨
执行篮球仲裁庭裁决后，
经约瑟夫·杨向本会申请
而公示取消之日。

约瑟夫约瑟夫··杨遭杨遭停赛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