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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由广东省

足球协会、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指导，佛山市顺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 佛山市体育产业协会主办的 2019

德甲豪门俱乐部

（ 中国佛山）

国际足球

挑战赛将于 5 月 24 日

（ 周五）

晚 20:00

在佛山世纪莲体育中心打响，对阵双方

是德甲劲旅法兰克福和沃尔夫斯堡。

昨日赛事主办方举办了发布会，省

足协领导以及法兰克福俱乐部、沃尔夫

斯堡俱乐部代表等领导嘉宾出席活动。

法兰克福和沃尔夫斯堡均为德国老牌

劲旅， 目前法兰克福位列积分榜第四，

沃尔夫斯堡位列第六，两队将在本赛季

德甲赛程结束后的一周后从德国来到

佛山作赛，堪称德甲季后赛。 法兰克福

俱乐部代表表示，希望比赛当日邀请前

法兰克福队球星杨晨亲临佛山观战。

票务方面分为四档及两类亲子票

套餐：包括贵宾票

（

480

元）

、一等票

（

280

元）

、二等票

（

150

元）

、三等票

（

80

元）

和

两类亲子票套餐，分别为亲子票 A

（

880

元，含

3

张亲子票）

亲子票 B

（

240

元，含

3

张二等票）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在 4 月

9 日结束的 NCAA 锦标赛决赛中，弗吉

尼亚大学加时 85:77 战胜了德州理工大

学，获得了最终的冠军。 这也是弗吉尼

亚大学校史第一次获得 NCAA 锦标赛

的冠军。 事实上，决赛中无论哪支球队

夺冠，都将是队史首次。 两支第一次进

决赛的球队会师决赛， 这也是 40 年来

NCAA 第一次。

事实上，在一年之前，弗吉尼亚大

学就是全美一号种子。但他们在锦标赛

首轮就爆冷负于 16 号种子马里兰大学

巴尔的摩分校。 虽然在历史上，疯狂三

月冷门赛果屡见不鲜，但“黑十六”这种

事情在 NCAA 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赛后 NCAA 也宣布了本届锦标赛

的最佳阵容名单，马特·穆尼

（ 得克萨斯

理工大学）

、贾勒特·卡尔弗

（ 得克萨斯

理工大学）

、 泰·杰罗姆

（ 弗吉尼亚大

学）

、德安德烈·亨特

（ 弗吉尼亚大学）

和

四强赛 MOP 凯尔·盖伊

（ 弗吉尼亚大

学）

成功入选。

由于杜克大学止步精英 8 强，杜克

大学明星球员、“准状元”蔡恩最终无缘

NCAA 年度最佳阵容。 进入 NCAA 疯

狂三月的 64 强赛后， 杜克大学的蔡恩

在 4 场比赛中总计砍下 104 分，在历史

上所有大一新生中高居第 2，仅次于罗

斯。 整个大一期间，蔡恩斩获无数个人

荣誉，是名副其实的“荣誉收割机”。 之

前蔡恩已经当选为奈史密斯年度最佳

球员，成为继杜兰特、安东尼·戴维斯之

后，第 3 位获得该奖项的大一球员。

本周， 欧冠赛场重燃战火，巴

萨将在明晨的欧冠 1/4 决赛首回

合客场对阵曼联， 自弗格森时代

起， 曼联打巴萨的成绩就很不理

想。 不过红魔也手握一项优势：巴

萨从未在老特拉福德赢过球。

在老特拉福德，巴萨踢过 4 场

比赛，结果是 2 平 2 负。 双方历史

上在欧战中相遇 7 次，巴萨近年来

优势虽然非常明显，但他们需要在

老特拉福德获得胜利。

1993/1994 赛季， 曼联欧冠小

组赛主场 2：2 平巴萨。 1998/1999

赛季，两队小组赛两回合都是踢成

3：3， 那一年曼联历史性地率先成

为欧洲三冠王。2007/2008 赛季，欧

冠半决赛， 巴萨客场 0：1 曼联，遭

遇淘汰。不过曼联两次在欧冠决赛

不敌巴萨， 也是队史中耻辱的一

页。

客场对曼联的比赛，不但对巴

萨来说是一大挑战，对苏亚雷斯来

说也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本赛

季西甲，他已经打入了 20 球，但在

欧冠中， 他 6 次上场踢了 540 分

钟，竟然零进球。更糟糕的是，苏亚

雷斯在欧冠比赛中已经 3 年半没

取得客场进球了。这一次对曼联的

比赛，毫无疑问是苏亚雷斯打破欧

冠客场进球难的好机会。

曼联方面，近几周来，博格巴

似乎又重新跌回穆里尼奥统治下

的萎靡状态，而曼联的状况也开始

变得糟糕起来。从索尔斯克亚接手

到对阵富勒姆，博格巴平均每场进

球 0.64 个，助攻 0.24 个。 而在此后

的六场联赛中，这两项数据分别降

至 0.20 和 0.08。 当然，博格巴各项

数据下降的原因可能与他现在被

主教练赋予的新位置有关。

相对来说，博格巴在场上获得

相对更加靠前的位置，可以自由地

选择攻破对手球门方式的时候，他

能够提供给曼联更大的贡献。额外

的防守要求对博格巴来说似乎是

个负担，同时对球队来说也毫无明

显的帮助。索尔斯克亚治下的曼联

在战术体系上有了很大不同，这既

有寻求探索突破的原因，也有球队

伤病的原因。博格巴在对阵热刺的

比赛中的强劲表现似乎证明了他

本身应该被放在边路而不是放在

中场。

过于全面的博格巴，给了使用

他的人带来很多困扰，他可以在防

守球员和中锋之外的任何位置上

做文章，但数据表明，只有当他被

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时他才能为球

队提供更有效的帮助。

面对巴萨的这场欧冠比赛或

许是索尔斯克亚迄今为止教练员

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有挑战性的

比赛，如何使用博格巴，如何限制

梅西和苏亚雷斯？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欧冠前瞻

巴萨从未在老特拉福德赢球

客场挑战曼联，没那么简单

80元，

去佛山看“德甲对决”

弗吉尼亚获得

校史首个NCAA冠军

逆转皇马而晋级 8 强的阿贾克

斯，将在明晨主场迎来 C 罗领衔的尤

文图斯，劲矛对坚盾的比赛，注定火

花四射。

阿贾克斯由于是青年军，球员年

轻并且富有体力，在比赛中的战术也

采取高位逼抢和迅速的反击战术，这

对于尤文图斯的老迈阵容来说不是

好消息，毕竟双方体力上存在着一定

的差异。 除此之外，阿贾克斯这边的

速度明显更具有冲击性，而尤文图斯

目前的破门手段主要集中在 C 罗和

小将基恩，迪巴拉和曼朱基奇虽然威

胁巨大，但是在球队中更担任着一个

牵制角色。

进攻点的单一一直是尤文最大

的问题，赢下的比赛基本都是小胜一

球居多。 最近 4 次面对阿贾克斯，尤

文 3 次赢球都是只赢了 1 个。 欧冠淘

汰赛首轮被马竞 2 球击穿说明尤文

在与顶尖队伍的对阵中并不占上风。

如果 C 罗触痛了旧患或者是表现不

佳，那么迪巴拉等其他锋线球员能否

有所表现，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曾经率领尤文图斯在欧冠半决

赛淘汰阿贾克斯的里皮，对于那一次

的比赛记忆犹新。 里皮日前在接受采

访时回忆说：“1997 年我们和阿贾克

斯在半决赛中相遇，在我们前往阿姆

斯特丹之前我们同样在联赛中面对

AC 米兰，然后我们也赢下了比赛。这

或许会给我们一个好的预兆。 有些人

或许会认为抽到阿贾克斯是一件非

常幸运的事情， 但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对于尤文图斯而言这将是一

场非常困难的比赛。 荷兰人完全可以

给任何人制造麻烦，他们淘汰了皇家

马德里，同时打入了四个进球。 ”

除了 1997 年的那次半决赛，在

1996 年里皮还曾率领尤文在欧冠决

赛通过点球大战击败阿贾克斯从而

夺冠。 目前对于阿贾克斯来说，他们

最大的优势和问题都是在于太年轻，

容易有顺风狂逆风崩的情况，希望他

们在淘汰赛首轮领会到足够多的教

训。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进攻点单一成尤文图斯隐患

博格巴（右一）和队友进行赛前备战。

VCG

供图

尤 文 在

进 攻 端 相 当

依 赖

C

罗 。

VCG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