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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周日

10:30

直播

NBA

季后赛火箭

VS

爵士

CCTV5

17:30

直播 中超联赛江苏苏宁

VS

广州富力 广东体育

直播节目或有调整，以电视台播出时间为准

23:00

直播 英超联赛卡迪夫城

VS

利物浦

CCTV5

时报

体育频道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

今天下

午 17 时 30 分， 广州富力将在南京奥

体中心挑战江苏苏宁。 江苏苏宁本赛

季战绩不错， 除了输给了积分榜前四

的国安和上港之外， 另外三战均取得

全胜。斯帅谈及对苏宁一役时直言，要

做好防守才有机会赢球。

广州富力原计划周五前往客场，

但由于广州大雨， 球队前往南京的航

班被取消。最终球队决定选择高铁，经

合肥转南京。不过扎哈维和王嘉楠、张

晨龙三人成功买到了昨日上午从广州

直飞南京的机票。昨日傍晚 5 点左右，

球队终于全员抵达了南京， 外援登贝

莱因伤未随队前往南京。

由于旅途奔波， 教练组直接取消

了赛前适应场地训练。 在赛前发布会

上，斯帅透露，近期的训练对苏宁的快

速反击作了针对性部署。“苏宁的两名

前锋实力非常强，身价也非常高。他们

懂得如何利用对手的失误， 去制造威

胁，给你致命一击。明天我们必须先减

少自身失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对手

就会抓住我们的失误，然后惩罚我们。

想要赢下这场比赛， 就必须在防守端

做到极致。 ”斯帅说。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

中超联

赛第六轮深圳佳兆业昨天客场挑战北

京人和。 塞尔纳斯用一脚世界波为深

足先拔头筹，下半场人和队连追两球，

但终场前深足在一次错失点球后的混

战中破门，最终双方战成 2:2。

深圳佳兆业队自联赛头两轮取胜

之后，过去三轮仅队得 1 平 2 负。此役

客战对手北京人和， 在联赛前四轮战

绩不佳， 但第五轮击败广州恒大士气

大振。 双方的对决被认为是提前打响

的“保级大战”。 深圳佳兆业队挪威国

脚卡马拉迎来中超首秀， 他与普雷西

亚多搭档锋线。

北京人和在比赛中掌握主动，然

而深足率先取得进球。 塞尔纳斯禁区

外接到禁区内的队友助攻后， 一脚远

射打破僵局。 上半场得势不得分的北

京人和下半场加强进攻，第 50 分钟便

收到成效，人和的曹永竞传中打后点，

阿卢科垫射破门将比分扳平。第 77 分

钟，又是曹永竞的助攻，迪奥普低射破

门。 首次在中超亮相的卡马拉在终场

前作出“重要贡献”，他的突入禁区后

被放倒，使深足获得点球。深足派出普

雷西亚多主罚，但他并未将球罚入，皮

球被扑出后在混战中由金强跟进射

入。

普雷西亚多上赛季以24球荣膺中

甲金靴，然而本赛季打完了6场，他仅

打进2粒进球，这位中甲金靴想要在中

超立足还需要更多进球为自己正名。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回到

主场作战的雷霆队没有让支持者失

望， 在客场遭遇连败的他们昨天以

120:108 击败了开拓者，将系列赛总比

分改写成 1:2。 开拓者和雷霆的系列赛

第四场将在北京时间 4 月 22 日 9:30

在雷霆主场切萨皮克能源球馆进行。

雷霆头号球星威斯布鲁克在此前

的两场客场比赛中表现不佳， 他曾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表现不可接

受。而昨天他在主场迎来了爆发，队友

乔治表示威斯布鲁克是个言出必行的

家伙：“威斯布鲁克做出了表率， 我们

都跟随着他的领导， 他把我们扛在肩

上。 ” 威斯布鲁克出战 38 分钟，22 投

11 中得到 33 分和 11 助攻的大号两双

数据。

开拓者头号球星利拉德昨天的表

现也毫不逊色，他在第三节迎来爆发，

单节 11 中 8，其中三分球 4 中 3，单节

砍下 25 分。 单节 25 分创造了利拉德

个人季后赛生涯的单节得分纪录。 据

统计， 上一位能在季后赛单节砍下

25+的球员是艾弗森，在 2001 年 76 人

与雄鹿的系列赛第 6 场中， 艾弗森在

第四节狂砍 26 分，全场砍下 46 分，不

过 76 人当时仍输掉了比赛。 最终艾弗

森在抢七砍下 44 分带队晋级。

双方主将都表现出彩， 为什么是

雷霆笑到了最后？ 开拓者主教练斯托

茨赛后复盘时是这么分析的：“我们的

比赛策略的优先级还是和以前一样，

我们做好了攻防转换，留心防保罗·乔

治的挡拆，注意不要无谓的犯规。 本场

比赛他们获得很多罚球， 罚球成为了

决定比赛结果的重要因素。 我们的比

赛策略并没有太多变化， 防守三分球

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会回去

看本场比赛的录像， 争取不再给他们

空位三分的机会，

（ 杰拉米）

格兰特本

场得到了一些空位机会， 所以我们接

下来得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需要加快

防守的轮转速度。 ”

富力今客战苏宁

深圳佳兆业

中超四轮不胜

33分11助攻，威少的雷霆反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周中

欧冠激战一场结果赢了个 4:3 还被热

刺淘汰之后， 曼城昨天又在联赛遭遇

热刺。 这次他们依然没有如外界所预

期的那样， 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来

泄愤，只是凭借“00 后”小将建功，1:0

小胜对手并完成战略目标。

开场仅 5 分钟， 阿圭罗就助攻小

将福登打入英超处子球， 但是本场德

布劳内伤退对曼城的影响比较大。 本

轮过后，曼城豪取 10 连胜以 1 分优势

反压利物浦领跑英超积分榜， 热刺则

遭遇了联赛客场 5 连败。 福登

（

18

岁

327

天）

是曼城首名获得英超进球的

“00 后”球员，也是曼城队史第三年轻

的英超进球者， 前两位是理查兹和斯

图里奇。

本场比赛双方激烈有余但精彩不

足， 或许周中的欧冠已经消耗掉了双

方大部分的激情。另外，主裁判奥利弗

的执法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他本场至

少有 3 次禁区内的犯规应该判罚点

球， 但奥利弗全部没判， 其中曼城两

次，热刺一次。

11天内，连续对阵热刺3次，曼城

只是输了一场， 结果就输掉了亚冠的

半决赛资格。 瓜迪奥拉赛前就明确本

场一定要赢， 结果他也拿到了想要的

结果。 但是，虽然已经反超利物浦1分，

但是曼城接下来的赛程依然比利物浦

艰苦。 4天后，他们将要做客老特拉福

德球场对阵曼联， 这场比赛也被认为

是有可能改变争冠格局的一场较量。

复仇热刺，曼城重登榜首

▲

阿圭罗

（右 ）和福登击

掌庆祝。

荩

福登 射

入全场唯一进

球。

威少（右 ）突

破 利 拉 德 的 防

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