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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A昨日战报
步行者122∶123黄蜂
公牛94∶88活塞
凯尔特人134∶138尼克斯
奇才98∶83猛龙
骑士121∶132灰熊
火箭106∶124森林狼
76人117∶97鹈鹕
魔术97∶123马刺
雷霆86∶107爵士
掘金110∶98太阳
国王124∶121开拓者
10月22日
07:30 独行侠VS老鹰
08:00 雄鹿VS热火
10:00 快船VS勇士
10月23日
07:00 黄蜂VS骑士
07:00尼克斯VS魔术
07:00步行者VS奇才
07:30猛龙VS凯尔特人
07:30 篮网VS76人
08:00 鹈鹕VS公牛
08:00 雷霆VS火箭
09:00马刺VS掘金
10:00 太阳VS湖人
10:00 爵士VS国王

再献绝杀 C罗继续刷新纪录
本报综合消息 不管社交网络上的批评和质疑

有多么言辞激烈，36岁的C罗依旧是最危险的攻击
点。北京时间10月21日凌晨，欧冠联赛小组赛第三
轮较量中，曼联在主场以3∶2逆转亚特兰大，拉什福
德和马奎尔连入两球扳平比分，C罗则在最后时刻
完成绝杀，这也是C 罗又一次用绝杀为曼联带来欧
冠赛场的连续两场逆转胜利。

曼联、亚特兰大、比利亚雷亚尔和伯尔尼年轻人
所处的小组，曼联一定是纸面实力最为强大的球
队。然而小组赛前两轮，英超豪门却没有展现出应
有的统治力。作客瑞士，他们几乎全场被动地被伯
尔尼年轻人逆转获胜，主场迎战比利亚雷亚尔，曼联
一度在两连败的边缘徘徊，最终逆转才赢得胜利。

在对阵亚特兰大之前，曼联近五场比赛只赢下
一场，这让索尔斯克亚跃居英超主帅下课赔率榜第
二名（纽卡斯尔联主帅布鲁斯下课后或已是第一），
球队状态似乎进入一个瓶颈期。更为“恐怖”的是，从
与亚特兰大的比赛开始，曼联要连续进行五场硬仗，
对手包括利物浦、热刺和曼城，实在令人难言乐观。

因此，与亚特兰大的较量对曼联来说有着重要意
义，这既是索尔斯克亚的“救赎之战”，又是C罗职业
生涯身穿红魔战袍的第300次登场，这也是历史上
曼联和亚特兰大首次在欧战赛场相遇。曼联此前20
次在欧战赛场主场对阵意大利球队取得14胜3平3
负的战绩。不过，战绩上的优势却没有在比赛开始
帮助到曼联。

亚特兰大在第15分钟由弗雷德率先破门，随后
由德米拉尔近距离头球，扩大比分。但在下半场，拉
什福德和马奎尔先是连入两球扳平比分，比赛进行
到第81分钟时，卢克·肖左侧拿球后起脚传球，C罗
在禁区内高高跃起抢到第一落点头球攻门，对方门
将只能眼睁睁看着皮球飞入球网。

打入这粒绝杀进球后，C罗继续在欧冠赛场上
刷新着自己的进球纪录，而在曼联本赛季的欧冠小
组赛中，C罗均收获了进球。据Opta的数据统计，这
是C罗第二次为曼联在连续三场欧冠比赛中都取得
进球，第一次是在2007年11月，当赛季他们赢得了
欧冠冠军。更重要的是，亚特兰大是C罗在欧冠联
赛中打破的第38支不同球队的球门，继续刷新了自
己创造的纪录。

比赛结束后，C罗也在社交网络上感慨：“梦剧
场激情燃烧，我们生龙活虎！我们是曼联，我们永不
放弃！这就是老特拉福德球场。”

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也在赛后表示，“如果有人
想批评C罗的工作效率和态度，只要看这场比赛以
及他是如何跑动的就够了。”

完成逆转后，曼联的积分也升至小组第一，对于
如何在中场休息时布置战术，索尔斯克亚表示：“我
让球员们确保获得一粒进球，因为我们会赢得比
赛。只要我们不再丢球，我很确定曼联会赢。”

当日，在诺坎普，巴萨凭借皮克的进球艰难战胜
基辅迪纳摩，赢得本赛季欧冠首胜；在斯坦福桥，切
尔西虽然以四球大胜马尔默，但是却付出了卢卡库、
维尔纳伤退的代价；在葡萄牙，拜仁在14分钟轰入
四球，让本菲卡瞬间崩溃；在俄罗斯，库卢塞夫斯基
完成绝杀，力助尤文图斯取得三连胜。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0月21日，据新
华社报道，周琦已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将于22
日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即将揭幕的澳大利
亚篮球联赛（NBL）。

周琦将于 22 日下午从青岛出发飞往香
港，然后转机飞往墨尔本。抵达澳大利亚后，
预计将进行半个月的隔离，然后与东南墨尔本
凤凰队会合。据悉，凤凰队已经做好了隔离准
备工作，对餐饮、加长版的床和隔离期间的训
练等都做了安排。

周琦团队表示，他们就周琦赴澳大利亚打
球一事与中国篮球协会进行了充分沟通。在
征战澳大利亚联赛期间，周琦将根据中国国家
队的需要接受征召、为国效力。关于这一点，
周琦团队也在与凤凰队的合同中进行了明确
约定，确保周琦为国家队效力没有阻碍。

此前，周琦团队与新疆广汇俱乐部出现了
合同争议。在CBA联盟给出调解意见后，周
琦团队向中国篮协提出了仲裁申请。目前，周
琦已经完成了配合调查的工作，中国篮协尚未
给出仲裁意见，不过这并不影响周琦赴澳大利
亚参赛，他已办理完成了转会所需的相关手
续。

本报综合消息 按照既定赛程，
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两回合较量将
于 10 月 23 日—10 月 25 日、10 月 28
日—10月30日进行，比赛全部安排
在大连赛区。据悉，目前各场次比
赛具体开球时间已经确定。

具体赛程如下：
10 月 23 日 15：30 山东泰山 VS

武汉队（首回合）
10月23日19：30河南嵩山龙门

VS四川九牛（首回合）
10 月 24 日 15：30 上海申花 VS

深圳队（首回合）
10 月 24 日 19：30 大连人 VS 上

海海港（首回合）
10 月 28 日 15：30 武汉队 VS 山

东泰山（次回合）

10 月 28 日 19：30 四川九牛 VS
河南嵩山龙门（次回合）

10 月 29 日 15：30 深圳队 VS 上
海申花（次回合）

10 月 29 日 19：30 上海海港 VS
大连人（次回合）

四分之一决赛将采取两回合淘
汰制，晋级的四支球队进入到半决赛。
半决赛赛制依旧是两回合淘汰制，获
胜的两支球队晋级决赛，半决赛两回
合较量时间为11月4日、11月8日。

足协杯决赛将进行单回合赛
制，决赛原定于 11 月 13 日或 11 月
14日进行。但经过综合考虑，让参
加世预赛12强赛的国脚参赛，足协
杯决赛定于明年1月中超联赛结束
后进行，具体时间和地点待定。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 21 日，《足球
报》发文对武磊在西班牙人的前景进行了分析，由
于长时间没能取得进球和助攻，因此最近这段时
间可能会是武磊在西班牙人最后的机会。

西班牙人对阵加的斯的比赛中，武磊只是在
最后补时阶段替补登场了3分钟。西甲前九轮，
莫雷诺在奥萨苏纳和塞维利亚的两个客场比赛都
给了武磊首发机会，但他并没有把握住。

目前，虽然德托马斯、恩巴巴和梅伦多基本锁
定了西班牙人的中前场主力位置，但是替补球员
的时间比较充裕，而武磊在如此多的时间内，却未
能用进球或助攻证明自己。尽管西班牙人在进攻
端状态一直不佳，但除了德托马斯，恩巴巴、巴莱、
梅拉梅德和客串右边锋的A·比达尔都有进球或
助攻，只有武磊一直颗粒无收。

武磊上一次为西班牙人进球还是在今年1月
6日国王杯对阵布尔赫斯，距今已277天；而上次
在联赛进球或助攻，距今已308天。在此期间，武
磊打了25场联赛，但只有3场比赛首发登场。11
月国际比赛日前，西班牙人的对手都不算强，埃尔
切、毕尔巴鄂竞技、赫塔费和格拉纳达都在积分榜
下游，武磊如果还无法把握住机会，恐怕要和上赛
季在西乙时一样，只能在板凳上等待机会了。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0月21日，拜仁慕
尼黑俱乐部官方宣布，此前缺席与本菲卡一战的
主教练纳格尔斯曼新冠检测呈阳性。

拜仁在官网中发布公告称：“尽管有完整的疫
苗接种措施，但主教练纳格尔斯曼在新冠检测中
依然呈阳性，他将与球队分开返回慕尼黑，并在其
后接受居家隔离。”

在与本菲卡的比赛前，拜仁方面发布公告称，
纳格尔斯曼的身体抱恙，无法指挥球队的本场比
赛。而当时拜仁在公告中只表示，纳格尔斯曼是
类似于流感的感染。

英超
10月23日
03:00 阿森纳VS阿斯顿维拉
19:30 切尔西VS诺维奇
10月24日
00:30 布莱顿VS曼城
21:00 西汉姆联VS热刺
23:30 曼联VS利物浦

西甲
10月24日
00:30 埃尔切VS西班牙人
22:15 巴萨VS皇马
10月25日
03:00 马竞VS皇家社会

意甲
10月24日
02:45 博洛尼亚VS AC米兰

10月25日
00:00 罗马VS那不勒斯
02:45 国米VS尤文图斯

德甲
10月23日
21:30 拜仁VS霍芬海姆
21:30 沃尔夫斯堡VS弗赖堡
21:30比勒菲尔德VS多特蒙德
10月24日
21:30 科隆VS勒沃库森
23:30 斯图加特VS柏林联合

法甲
10月25日
02:45 马赛VS巴黎圣日耳曼

F1大奖赛美国站
10月24日 05:00 排位赛
10月25日 03:00 正赛

已完成所有转会手续

周琦周琦将前往澳大利亚将前往澳大利亚

本报综合消息 在 10 月 21 日 晚 结 束 的
2021—2022 短道速滑世界杯 2000 米混合接力赛
中，由武大靖、任子威、范可新、曲春雨组成的中国
队打破世界纪录。

在2000米混合接力赛第一组比赛中，由黄大
宪、金雅朗领衔的韩国队率先以2分38秒451打破
世界纪录。

然而仅仅 5 分钟后，第三组出场的荷兰选手
舒尔廷和队友就以2分38秒094刷新了这一纪录。

随后，中国接力队彰显实力——武大靖、任子
威、范可新、曲春雨又将这一纪录提高到2分37秒
747，顺利晋级半决赛。在 21 日进行的其他比赛
中，武大靖以40.557秒的成绩位列男子500米小组
第一成功晋级。

在女子1500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张
雨婷获得第二组第一，韩雨桐获得第四组第一，晋
级半决赛。

武磊需把握

在西班牙人的最后机会

拜仁主帅新冠检测呈阳性新冠检测呈阳性

中国短道速滑2000米混合接力

破世界纪录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
21 日，新一期国际足联世界排名出
炉，在这一个周期里，各大洲都进行
了世预赛，一些球队的排名也发生
了变化。

本期最新排名中，排名世界前
十的球队是比利时、巴西、法国、意
大利、英格兰、阿根廷、西班牙、葡萄
牙、墨西哥和丹麦。本次榜单上升
名次最多的是印度尼西亚和新西
兰，两队都上升了10位，分别上升到
第165位和第111位。相反地，名次
下降最多的则是北爱尔兰，在世预
赛中遭遇两连败的他们下跌了 11
位，排在第58位。

而在亚洲方面，在世预赛取得1
胜 1 负的国足虽然在积分上丢了

0.32分，但在排名上没有变化，依然
排在世界第75位，亚洲第九位，身前
和身后的球队分别是北马其顿和佛
得角。而在下一场世预赛要迎战的
球队阿曼恰好就在国足身后两位，
排在世界第77位，亚洲第十位，从排
名上来看，国足和阿曼肯定是一场
势均力敌的较量。

除了国足之外，亚洲其他球队
的排名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伊
朗在上一期就超越了日本排在亚
洲第一，世界第22位。本次世预赛
取得 1 胜 1 负的日本排名下滑两
位，排在世界第 28 位，但依然是亚
洲第二。排名第三位至第八位的
分别是澳大利亚、韩国、卡塔尔、沙
特阿拉伯、阿联酋和伊拉克。

国际足联最新世界排名出炉：

国足依然位列亚洲第九

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赛程敲定

周周 末末 看看 台台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10月21日，CBA联赛常
规赛第三轮较量中，卫冕
冠军广东队以110∶94击败
浙江队，迎来三连胜，而浙
江队则遭遇赛季首场败
仗。此役，易建联轮休，赵
睿砍下18分、9个篮板和6
次助攻，全队 8 人得分上
双。浙江队的吴前只有 5
分入账，朱旭航空砍31分。

在新疆与山西队的比
赛中，新疆队被山西队的
内外攻势压制，第三节一
度落后14分差距。虽然于
德豪率领新疆队在末节开
局追到仅差4分，但是邢志

强继续用三分火力压制率
队拉开两位数差距，最终新
疆队以97∶112不敌山西队
吞下新赛季第二场败仗。

在本轮进行的其他比
赛中，广州以 102∶98 小胜
北控；天津以91∶79战胜青
岛；辽宁以 103∶88 大胜吉
林；深圳以 107∶85 战胜江
苏。

广东夺三连胜 新疆吞第二场败仗新疆吞第二场败仗

今日
15:00 广厦VS山东
15:00 福建VS四川
19:35 宁波VS同曦
19:35 北京VS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