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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曼联掉

坑、曼城掉坑、利物浦掉坑，现在又轮到

切尔西了。 本轮英超寒风肆虐，强队纷纷

爆冷失分， 切尔西没有把握住机会缩小

积分差距，反而昨天在客场0:4惨败于中

游球队伯恩茅斯，跌出了前四行列。

在输给伯恩茅斯后，切尔西遭遇

了各项赛事的客场三连败，其中还包

括联赛杯半决赛 0：1 不敌热刺， 联赛

客场 0：2 不敌阿森纳。 伯恩茅斯则是

近 30 年首次主场战胜切尔西。

据英国媒体《镜报》报道，赛后，

萨里一直和切尔西的球员们在更衣

室里复盘，待了长达一个小时左右的

时间。 他对输球的结果很不满意，因

为这使得他们在积分榜上被阿森纳

超越，失去了第四的位置。 在比赛结

束 90 分钟后，萨里才离开更衣室去参

加新闻发布会。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萨里表示：

“我们很难去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个想

法。 我认为我们上半场踢得很好，但

后来我们丢球了，然后我们就停止战

斗了。 我们不是以一个团队去比赛，

而是 11 名单独的球员。 我们陷入了

麻烦，而且很难说出原因。 下半场我

们有可能去解决这种问题的，但我们

并没有，所以很难理解为什么。 ”

他透露在更衣室说了什么，“赛后

我想要去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和球

员们谈过了，但他们也很难解释为什

么。 我明天必须得再试试，因为我想

知道原因。 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想和

他们单独谈谈，没有其他人在场。 我

需要了解，上下半场的表现太不一样

了。 我想明天再试试。 ”

在两轮之前，切尔西还排在第四

位，身处欧冠资格区，对阿森纳和曼

联还保有 6 分的优势， 争四形势还算

不错。 然而两连败后，切尔西发现自

己已经脱离了前四的行列，甚至对曼

联的领先也只剩下 2 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传

言了几个月之后，侯永永、延纳里斯

归化中国国籍并加盟北京国安俱

乐部一案，终于尘埃落定得到官方

宣布，这是中国足球首例归化案。

昨天北京国安一口气官宣了三

名新援，除了两名归化球员之外，还

从浙江绿城引进了邹德海。 有意思

的是，尼古拉斯·延纳里斯的昵称是

尼克，国安在官宣的海报中，直接使

用了球员的中文姓名李可

（后文李

可皆指延纳里斯）

。 国安官微中写

道：“侯永永、李可、邹德海三名球员

今日正式加盟北京中赫国安足球

俱乐部。 其中，侯永永和李可在所

有手续完成之后， 将成为中国首批

归化球员。这三位球员的加盟，进一

步增强了一线队的阵容厚度， 将更

好地帮助球队完成新赛季三线作战

的任务。 ”

在官宣海报中， 侯永永与李可

都明确标注了中国国籍。其中，1998

年出生的侯永永出身于挪威特隆俱

乐部青训，15 岁转会至挪超豪门罗

森博格，16 岁代表罗森博格在联赛

中出场， 成为队史上最年轻的联赛

出场球员。 侯永永作为进攻型中场

球员，传球创造性强，经常能为队友

送出威胁传球， 在场上可出任中前

卫、边前卫、前腰、影锋等多个位置。

1993 年出生的李可出身于阿森纳

青训，曾为阿森纳一线队出场 3 次，

之后曾效力过诺茨郡、伯恩茅斯、韦

康比流浪者和布伦特福德。 李可是

一名攻防俱佳的中后场多面手，既

能够出任后腰位置， 也可以胜任右

边后卫、边前卫和中前卫等位置，善

于远射， 效力英冠球队布伦特福德

的 3 个赛季里，他一共打入 12 球。

另外， 根据英国媒体此前的报

道，李可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广东

人，母亲早年移民到英国。英国媒体

表示，在中国春节期间，李可可能还

会与母亲一道返回广东， 在外祖父

家进行“认祖归宗”的仪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日，

2019年“巴黎银行戴维斯杯”世界组资格

赛

（中国

VS

日本 ）

抽签仪式及新闻发布

会在广东省奥林匹克网球中心举行，国

际网联代表黎百年、 广东省体育局副局

长麦良、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

心竞赛部主任万建斌、 日本网球协会副

会长渡边康二、 本次大赛的国际金牌裁

判长尼汀·卡纳瓦等出席了仪式。

2月1日~2日，共有5场精彩的比赛在

广东省奥林匹克网球中心上演，2月1日

将进行两场单打比赛，2月2日再进行一

场双打比赛和两场单打比赛，比赛采取3

盘2胜制。第一场单打比赛由李

喆

对战西

冈良仁， 张择与丹尼尔太郎随后出战第

二场单打比赛，双打比赛将在张择/公茂

鑫与加藤勉/内山靖崇两对组合之间展

开， 此后张择和李

喆

分别将在第四场和

第五场迎战西冈良仁和丹尼尔太郎。

日本队队长岩测聪明在抽签仪式后

透露， 抽签结果和他们之前预计的差不

多。 他们备战时曾预计中国队或许会让

吴迪出任单打， 虽然最终吴迪没有出现

在对阵中， 不过对于中国队的其他单打

选手，日本队也有针对性的准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根据

《休斯敦纪事报》 著名 NBA 记者费根爆

料， 火箭有信心在交易截止日前

（下周

四）

做出一次改变。了解火箭与其他球队

对话的消息人士透露， 火箭看起来希望

得到一名能够接球投篮的全能防守前

锋， 并且希望这样的前锋能提升球队的

防守篮板球。

一位了解火箭想法的消息人士透

露， 相对于灰熊队的另外一名前锋球员

加莱特·坦普尔， 火箭可能会对杰迈克

尔·格林更感兴趣。这也表明火箭追求尼

克斯的考特尼·李和老鹰队的肯特·贝兹

莫尔的可能性不大。 而得到法里埃德之

后，火箭追求老鹰队球员德维恩·戴德蒙

的可能性也变得不大。

此外，费根还表示，两位了解火箭计

划的消息人士透露，火箭愿意送出首轮签

让他们的报价变得更有吸引力，但是过去 3

个赛季都失去首轮签的火箭不打算只是为

了摆脱手中的一些合同而送出首轮签。

格林与灰熊队签下的 2 年 1640 万

美元的合同将在今夏到期，届时他将成为

一名完全自由球员。 本赛季常规赛至今，格

林场均出战22.8 分钟， 可以拿到 10.3 分

和 6.4 篮板，三分球命中率为 38.7%。

官宣！ 侯永永、延纳里斯正式加盟北京国安

中国足球首例归化案“落地”

戴维斯杯对阵出炉

李喆为中国男网打头阵

有意灰熊队前锋

火箭增援计划曝光

切尔西 0:4惨败

萨里把球员骂了一小时

在官宣海报中，侯永永与李可都明确标注了中国国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