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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天

NBA 有多场常规赛上演，其中雄鹿队

106：113 不敌奇才队， 而猛龙队则以

122：105 击败篮网队。 东部战绩排名

也因此发生变化， 猛龙队以 1.5 个胜

场差的优势力压雄鹿队并再次坐上了

东部头把交椅。 不过昨天的焦点还是

西部的比赛， 哈登和库里用精彩的表

现为大家带来赛后话题。

在勇士队以 146:109 击败公牛队

的比赛中，库里出场 27 分钟 16 投 10

中， 三分球 11 投 5 中， 得到 28 分、5

篮板和 8 助攻。本场比赛过后，库里职

业生涯常规赛三分球总命中数已经达

到 2285，超越杰森·特里升至 NBA 历

史第三位。排在第 2 位的是雷吉·米勒

（2560）， 排在第 1 位的则是雷·阿伦

（2973）。

“这些前辈们树立了标杆，他们找

到了三分线上的魔力， 并且能够持久

地在三分线外命中投篮。 能够与这些

伙伴同处一个榜单，这真的非常特别。

我会继续追逐排在我前面的伙伴，这

需要我有一个漫长的职业生涯。 我是

看着这些球员打球长大的， 我一直很

崇拜他们，能够紧随他们的步伐，这真

的非常特别。”谈到三分球命中总数升

至历史第三的感受时库里说道。

在 141:113 击败骑士队的比赛中，

火箭队的得分比不上勇士队， 不过哈

登的表现要比库里更为出彩。 哈登本

场比赛得到了 43 分， 这是他连续第

15 场比赛得到至少 30 分， 继续刷新

现役球员连续 30+场次纪录。 哈登距

离科比、贾巴尔、霍金斯和张伯伦所保

持的连续 16 场 30+纪录仅差一场。

哈登昨日出场 29 分钟，24 投 12

中， 得到 43 分、10 篮板和 12 助攻，这

也是哈登职业生涯常规赛第 41 次获

得三双，他还成为了 NBA 历史上首位

在 30 分钟内砍下得分 40+、和三双数

据的球员。

另外，哈登近 15 场的场均得分达

到恐怖的 40.5 分， 这是自 1976/1977

赛季 ABA 和 NBA 合并以来， 第二个

能够在 15 场比赛中场均得分超过 40

分的球员， 上一个则是前湖人球员科

比。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下

午，港超富力 R&F 坐镇燕子岗体育场

迎战梦想 FC，并最终以 6:0 的大比分

完胜对手，暂时重返积分榜榜首位置。

前 8 轮 R&F 取得 5 胜 1 平 2 负

积 16 分，暂列积分榜次席，距离榜首

的东方龙狮仅有 1 分差距。 对于志在

夺冠的富力队来说， 每场比赛都不容

有失， 尤其是本轮对手是倒数第二的

梦想 FC。 本场比赛是球队进入 2019

年之后的首场正式比赛， 吸引了集团

老总李思廉亲自来到现场督战。

由于双方实力悬殊， 开场富力队

占据着进攻节奏，第 12 分钟林志坚凌

空破门；随后利安高强势突入禁区后，

对手防守失误， 他抓住机会将比分扩

大至 2:0。下半场，利安高、谢家强和基

奥云尼分别进球， 其中基奥云尼梅开

二度，最终比分定格在 6:0。

至此， 富力 R&F 队在 9 轮过后，

积 19 分登顶积分榜。 主帅杨正光表

示，对球队的表现十分满意，相信比赛

提升士气和信心， 下一轮将再次对决

东方龙狮展开巅峰对决， 杨正光希望

在榜首大战中，球队能延续好表现。队

员谢家强表示， 目前球队与东方队的

竞争仍十分激烈， 因此球队上下将每

场比赛都当作争冠决赛来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日，

中国足协通过社交媒体辟谣，称“中国

足协将取消中国职业联赛升降级制

度，豪赌下届世界杯”等报道纯属无稽

之谈。

足协发文称，“近日， 多家网络媒

体及自媒体账号转发某外媒报道，报

道称‘中国足协将取消中国职业联赛

升降级制度，豪赌下届世界杯’等，该

报道内容纯属无稽之谈， 请媒体和球

迷朋友们勿轻信传播。 中国足协将始

终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的要求，推进各项工作。 ”

日前，有韩国媒体撰文表示，中超

将在 22 日宣布取消升降级制度。并分

析称，对于欧洲转会市场而言，这样的

消息意味着一直以来产生威胁的中超

泡沫破灭。韩媒曝出此消息，遭到了诸

多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转发及报道，

中国足协昨日因此正式在社交媒体上

对此辟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凌晨，

亚洲杯小组赛 C 组完成了第二轮的较量，

中国男足和韩国队分别击败菲律宾和吉尔

吉斯斯坦，均提前一轮从小组晋级。 赛后有

消息传来， 带伤出战的武磊似有伤势加重

的可能性；另外，需要匆匆赶回勤王的韩国

球王孙兴慜，也有可能缺席 1 月 16 日晚的

中韩之战。

小组赛末轮，中韩将迎来直接较量，中

国队只需要一场平局， 就可确保小组第一

晋级。 这场比赛原本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

在前晚打进两个“神仙球”的中超金靴“武

球王” 与热刺球星孙兴慜之间的对决。 然

而，里皮表示，最后一战有可能对阵容进行

四五个位置的轮换调整， 武磊等有伤在身

的球员很有可能因伤无缘与韩国队的比

赛。 据悉，目前上港队的外籍队医已经专程

飞赴阿联酋， 将全程陪同武磊身边为其治

疗肩伤。

武磊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这几天在

靠打封闭和吃药坚持。 “之前肩膀韧带受

伤， 去检查了有些问题， 这届亚洲杯我非

常想为球队做出更多贡献。 上届亚洲杯我

表现得也不是很理想， 这届想为球队做得

更多。 伤了之后一直在吃药打着固定，一直

在坚持。 ”

至于热刺球员孙兴慜，根据他和韩国队

及热刺队三方的协商，孙兴慜要在北京时间

14 日凌晨结束与曼联的英超激战之后，才

能前往阿联酋与韩国队一同征战亚洲杯。孙

兴慜预计 14 日晚间抵达阿联酋， 这中间要

经历一趟 7 小时的长途飞行。 本届亚洲杯，

韩国队目标是夺冠，孙兴慜的回归表明了球

队的决心。 然而，对于一场小组头名之争的

对决，韩国队方面很可能选择让孙兴慜得到

更多休息时间，以避免三天两场恶战所导致

的意外伤病，保证后面淘汰赛的实力。

这也意味着，球迷们颇为期待的中韩两

大球王之间的“孙武对话”，将很有可能不会

在小组赛中出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亚洲杯

昨日再产生一支淘汰赛队伍，在 D 组

第二轮中，伊朗队 2:0 战胜越南队，取

得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

在首轮比赛中， 伊朗队 5:0 大胜

也门队； 越南队则 2:3 惜败于伊拉克

队。 凭借阿兹蒙上下半场各进一球的

表现，伊朗此役在有所保留的情况下，

轻取越南队。

首轮阿兹蒙也有一球进账， 目前

两轮打完已经取得了 3 个进球， 这名

效力于俄超的“95 后”球员，是本届亚

洲杯金靴的有力争夺者。

一个伤势不轻，一个疲劳不堪

中韩大战无缘孙武对话？

取消联赛升降级？

足协的官方辟谣来了

阿兹蒙梅开二度

伊朗两球轻取越南

新年首战开门红，六球大胜梦想FC

港超富力重返榜首

哈登库里“骚”动NBA

荩

富力球

员带球突破。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摄

武磊（左）上轮贡献两个世界波，已经极大提升自身和国家队的信心，

但是他的伤病始终令人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