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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西甲联赛第18轮

昨天爆出冷门， 皇马在主

场0：2不敌保级队皇家社

会， 终结联赛主场3连胜。

此轮过后， 皇马已经被阿

拉维斯反超跌出西甲积分

榜前四， 落后榜首的巴萨

10分。

皇马昨天以残阵出

战， 贝尔和阿森西奥因伤

缺席， 伊斯科继续担任替

补。 皇马球员卡塞米罗开

场送出点球， 皇家社会球

员威廉·若泽主罚破门；之

后皇马球员卢卡斯·巴斯

克斯又被红牌罚下， 以多

打少的皇家社会由鲁文·

帕尔多终场前再下一城并

锁定胜局。

皇马本赛季联赛9场

先落后， 战绩为1胜2平6

负。皇家社会终结联赛4连

败， 皇马上次主场不敌皇

家社会，还是2003-2004赛

季。 巴斯克斯吃到皇马本

赛季联赛首张红牌， 也是

其皇马生涯头一次被驱

逐， 之前只有2011年效力

皇马B队时吃过红牌。

皇马全场控球率达

59%， 射门28：12领先，不

过8次射正均未进球。客队

4次射正就打入2球， 进攻

效率比皇马高得多。 总而

言之，皇马倒霉到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连续2

轮被保级队阻击仅拿1分，

排名跌出西甲前4，皇马球

迷也因此出现了流失。 皇

马新年首战主场上座率就

几乎创赛季新低， 本场只

有53412人入场助威，这是

本赛季皇马第二低的主场

上座人数， 仅高于首轮对

垒赫塔菲的48346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昨日，

《天津日报》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天津

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

控制人束某某等18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在集团风雨飘摇的形势

下，去年还代表中国征战亚冠的天津权

健足球队备受关注，有消息称天津两支

中超球队有可能合并。

目前正值冬窗转会期， 由于今年

“四大帽”新政推出，中超俱乐部都处于

观望中，目前16支球队仅有一单官宣的

转会买卖。 在权健事件发生之后，不少

人期待“权健

（球员）

超市”开张，能淘到

物美价廉的好球员。

昨日某都市报报道的， “权健球

员还没拿到去年 11 月的工资以及部分

上赛季赢球奖金”。 中国足协规定， 假

如俱乐部欠薪三个月， 球员将恢复自

由身， 甚至球队有可能面临解散。 针

对这一传闻， 昨日记者向一名不愿透

露名字的权健球员证实， 权健并没有

拖欠 11 月工资， 而 12 月的工资原本

的放发时间就是 1 月， 因此并没有拖

欠工资的情况。 至于未来会否因为集

团资金冻结而无法拿到薪水， 球员和

外界一样都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

是， 权健并不会因为“拖欠工资” 的

问题而导致解散或球员获得自由身。

球队于 1 月 6 日飞赴阿联酋首都

阿布扎比进行海外拉练， 权健的海外

拉练部分将采取全封闭的形式， 也不

设随队记者， 因此球队的训练情况外

界并不清楚。

昨日， 足球圈内还存在一种说法

称， 天津体育局并不会袖手旁观， 正

在想办法将权健队换一种形式留在天

津， 或是主导两支天津的中超球队合

并， 或是以卖

（队员 ）

养队的形式保

住中超的“壳”。 截至记者发稿， 天津

方面尚未有任何官方表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

军 ）

此前被NBA火箭队裁掉

的中国球员周琦在近日返回

国内，虽然有多家CBA球队与

他接触，但周琦明确表示此次

回国目的是探亲，之后将返回

美国等待NBA机会。

在周琦被火箭裁掉之后，

没有被其他 NBA 球队认领。

4 天前周琦返回国内， 他回国

的第一站先来到北京， 前往

CBA 辽宁队下榻的客队酒店

入住， 并被发现与辽宁队主

教练郭士强指导一同用餐。

此后传出消息， 周琦正在与

一支 CBA 冠军球队进行接

触， 有可能重回 CBA。 郭士

强在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说到，

只要周琦回 CBA 打球， 辽宁

队肯定全力以赴招募， 并透

露辽宁队将打“亲情牌”，认

为周琦从小在辽宁队练球，和

辽宁队不少队员是铁哥们。

不过日前周琦团队在北

京组织了一次公开训练，训练

后周琦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

目前没有回归CBA打球的计

划。 据周琦透露已经有多家

CBA俱乐部和他进行过接触，

但是周琦明确表达出本次回

来主要是探亲，下一步的计划

仍是返回美国，他的美方经纪

人在和NBA球队接触，他也在

耐心等待机会。

“回 来 后 的 确 与 一 些

CBA 球队有一些沟通， 我还

是要进行全方位的考虑， 不

会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周琦

在采访中说道。 倘若周琦真

的回国， 他将怎样考量？ 周

琦回应说： “我肯定是想加

盟争冠球队， 但是我觉得自

己也需要一些挑战。 我需要

全方位考虑， 而不是只注重

某一样东西。 我会和家人商

量， 做出对他们来说最好的

决定。 此外， 球队所在的城

市在哪儿也是我注重的， 这

也在我考虑的范畴之内。”

老板被拘,权健队或被兼并

球队暂未出现欠薪,传天津两中超球队有望合并

皇马落魄，被欺上门

主场不敌保级队，积分榜跌出前 4

索拉里上任后，皇马战绩反

弹是事实，他执教前15场的战绩

是11胜1平3负， 总胜率不错，比

洛佩特吉时代14战6胜2平6负提

升不少。 不过11场胜利中，不少

是世俱杯与国王杯对垒亚洲与

本国弱旅所获得，索拉里赢下真

正的硬仗不多。而且不少场次即

便赢下，过程也磕磕绊绊。 整体

执教水准， 索拉里与穆里尼奥、

齐达内执教的巅峰时期相差甚

远。 现在皇马联赛遇挫折，穆里

尼奥回归皇马执教一事有频频

被提起。

据葡萄牙媒体报道，12月从

曼联下课的穆里尼奥受到了葡

超豪门本菲卡的邀请，但被狂人

拒绝了。媒体分析可能有几种原

因，一是穆里尼奥曾经带领波尔

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愿意

接替老东家的死对头，但这种原

因显然站不住脚，在英超时穆里

尼奥既能执教切尔西、也能执教

曼联。另一种原因认为是穆里尼

奥在等待其他豪门的邀请，其中

皇马很有可能会是狂人的下一

站。

皇马在主场输给了皇家社

会，全场的嘘声相信皇马主席弗

洛伦蒂洛已经听见了。目前索拉

里的帅位非常的不保险，很有可

能赛季结束后被解雇，而穆里尼

奥则在等皇马的召唤。

本赛季开赛前，皇马前主席

卡尔德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弗洛伦蒂诺心中理想教练

只有一个，那就是穆里尼奥。 他

要等待，等待穆里尼奥与曼联的

关系到底如何， 是否会提前下

课。 ”

目前穆里尼奥和皇马之间

是“郎有情妾有意”，成事的几率

看起来是越来越高啊。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穆帅回归越来越有戏？

周琦已经回绝

CBA球队邀请

皇 马

射 门 次 数

不少 ，但就

是 无 法 攻

破 皇 家 社

会 门 将 的

十指关。

萦拉里帅位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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