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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里皮回归后的首期集训，也是世

预赛 40 强赛开始前的最后一次

集训，在天体重新启航的国足在

以 2:0 的比分战胜菲律宾后，昨

天又以 1:0 战胜了塔吉克斯坦，

为本期集训划上一个相对不错

的句号。

昨晚的对手塔吉克斯坦，已

多年未与中国男足成年队交手，

对手在青年级别的赛事中表现

出很强的战斗力，早早完成换血

的塔吉克斯坦带来了 12 名 U22

的球员访华。

相比起首战菲律宾，里皮此

役对首发阵容进行了一定轮

换，王刚、高准翼、贺惯和池

忠国都得到首发，锋线仍由杨

旭领衔。

本场比赛， 从场面上看，塔

吉克斯坦更占据优势，但中国队

却率先取得破门。第 10 分钟，吴

曦打门被对方门将挡出，皮球落

到王刚面前，王刚传中，门前包

抄的杨旭推射破门。首战菲律宾

时， 杨旭在门前的表现糟糕，当

时他表示南方的天气让他感到

不适。 而在本场比赛，这位大连

前锋似乎适应了南方的天气，这

一进球也是他代表国足打进的

第 23 粒进球。不过，杨旭上半场

两度在拼抢中倒地， 直到第 33

分钟终于无法坚持被张玉宁换

下。

易边再战，塔吉克斯坦加强

进攻， 而国足在做好防守的同

时，也再次对阵容进行大面积轮

换，买提江、谢鹏飞、杨立瑜和于

大宝抚后被换上场。下半场张玉

宁有过不错的门前机会，可惜射

门偏出球门，1:0 的比分保持到

了终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天凌

晨的欧洲杯预选赛， 西班牙主场力擒

瑞典， 拉莫斯连续第二场成为首开记

录的球员， 近 8 场国家队赛事斩获 7

球， 这一壮举甚至连当年的神锋劳尔

都未曾办到过。 此役过后，西班牙队 4

战全胜继续排名 F 组榜首。

本赛季拉莫斯连中 11 个点球，从

未失手。面对瑞典队的强硬挑战，西班

牙的前两个进球都来自于点球， 本来

拉莫斯有机会凭此梅开二度， 但是他

果断地将第二个机会让给了队友莫拉

塔，当了队长的人，觉悟就是高。

国家队生涯拉莫斯已打入 20 球，

追平昔日 6 届西甲射手王萨拉， 并列

队史第 11，也是 29 球的耶罗后，西班

牙史上第 2 位国家队进球达 20 球的

后卫。

连续两轮欧预赛破门， 拉莫斯的

职业生涯总进球达 109 球。 近 8 场国

家队赛事，拉莫斯 7 场破门，是恩里克

时代的队内头号射手， 比并列第 2 的

罗德里戈与帕科·阿尔卡塞尔

（各

3

球）

进球总和还多。 8 战 7 场进球，拉

莫斯的壮举连曾经的西班牙头号射手

劳尔都未曾办到过， 比他更猛的只有

队史第 1 人比利亚，2008—2009 年间，

“葫芦娃”曾连续 11 场赛事中 10 场破

门。

拉莫斯本有机会将国家队进球数

提升至 21 球并超过萨拉，可他并不贪

功，下半时莫拉塔制造点球后，拉莫斯

主动将球交给马竞射手， 示意让其主

罚。 莫拉塔之前连续 4 场国家队以及

俱乐部赛事无一破门， 过去 9 战也仅

2 球入账， 正是最需要进球提升自信

的时候。

拉莫斯当然清楚这点， 赛后他谈

及“让梨” 行为时说道：“莫拉塔是射

手，需要进球，我已进过球，最好让队

友也收获信心，重要的是比赛结果，而

不是谁进球。 ”

此役赛前， 西班牙足协颁给拉莫

斯一面纪念奖牌， 表彰其国家队生涯

获胜总场次超过了取得 121 胜的卡西

利亚斯，列队史第 1。 如今的拉莫斯也

像前队长一样， 成为球队真正的灵魂

与支柱。

算上昨天的比赛， 拉莫斯职业生

涯在国家队已经收获 123 场胜利，西

班牙队长后卫的传奇还在继续。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黄

蜂老将托尼·帕克昨日在社交媒体上

正式宣布结束自己的篮球生涯。他表

示如果不能争夺总冠军，那么他就不

想再打篮球了。“带着大量的情感，我

结束了自己的篮球生涯，这是一段不

可思议的旅程！即使是在我最疯狂的

梦想中， 我也从未想过我会和 NBA

以及法国国家队一起度过所有那些

难以置信的时刻。 谢谢你所做的一

切！ ”帕克在推特上写道。

帕克生涯前 17 个赛季都效力于

马刺，本赛季他效力于黄蜂。 在 2001

年选秀大会上， 帕克在首轮第 28 顺

位被马刺选中， 作为六届全明星，他

生涯总共打了 1254 场常规赛， 在场

均 30.5 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他能得

到 15.5 分和 5.6 次助攻。

在主教练波波维奇的带领下，帕

克帮助马刺 4 夺总冠军 ， 并在

2006—2007 赛季成为第一位获得总

决赛 MVP 的欧洲球员， 同时也是

NBA 历史上首位外籍总决赛 MVP。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

日， 美国男篮公布了 20 人训练营大

名单，火箭队戈登、哈登和 PJ·塔克三

人入选， 是 NBA30 支球队中入选人

数最多的。 教练组方面，主帅是马刺

队主帅波波维奇，助理教练包括勇士

队主帅科尔、 老鹰队劳埃德·皮尔斯

和来自维拉诺瓦大学的莱特。

根据安排，美国男篮将会在 8 月

5 日开始集训，8 月 9 日会进行一场

队内对抗赛，。世界杯开打之前，美国

男篮将进行 4 场热身赛。 8 月 16 日，

美国男篮将会在阿纳海姆与西班牙

打一场热身赛， 然后转战澳大利亚，

在墨尔本与澳大利亚男篮打 2 场热

身赛， 时间分别为 8 月 22 日和 8 月

24 日。 8 月 26 日，美国男篮将在悉尼

与加拿大男篮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

然后飞赴中国上海开启世界杯之旅。

回归后率队取得两连胜

打造全新国足，里皮在兑现承诺

相比起亚洲杯上那支“高龄”国足，

六月的广州重新集结的国足有了更多

的惊喜。 里皮在回归的首堂训练课上便

表示，要打造一支全新的国足。 通过两

场热身赛看来， 他正在实践自己的承

诺。

本期集训第一个焦点无疑是归化

球员李可的出现 ，首场比赛他便被委以

重任首发上阵，表现可圈可点。 第二场

比赛他也获得了替补上场的机会，他在

中场的拦截，成了国足防线前一道稳固

的屏障，唯一不足的是，他还需要更多

时间融入球队。 随着李可入选国足，相

信未来还会有更多归化球员的出现 ，只

不过里皮对于这一话题一直守口如瓶，

始终表示这一问题要问足协。

蒿俊闵取代了郑智戴上队长袖标，

张稀哲等技术型球员也稳定地出现在

首发阵容中， 年轻球员也在逐渐融入，

连“00 后”球员朱辰杰也获得了上场机

会。 两场热身赛下来，里家军一个积极

的变化是，新鲜血液的不断融入，新人

在国足的表现也得到了里皮的肯定，全

新的阵容也证明了里皮改造球队的决

心。

亚洲杯后转身离开，六月份又再次

回归， 外界曾经对里皮有不少质疑，但

如今看来， 在 40 强赛迫在眉睫的情况

下，除了里皮自己，没有人比他更胜任

这一位置。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高调“让梨”，拉莫斯续写纪录

国家队生涯获胜场次已经达到123场

美国男篮公布

20人集训名单

帕克宣布退役

“法国跑车”

也要“熄火”了

国足正稳步迈向40强赛

哈里森·巴恩斯(

国王

)、比

尔(

奇才

)、安东尼·戴维斯 (

鹈

鹕

)、德拉蒙德(

活塞

)、戈登(

火

箭

)、哈登(

火箭

)、托比亚斯·哈

里斯(76

人

)、库兹马(

湖人

)、利

拉德(

开拓者

)、洛佩斯(

雄鹿

)、

乐福(

骑士

)、洛瑞(

猛龙

)、CJ·麦

科勒姆(

开拓者

)、米德尔顿(

雄

鹿

)、米尔萨普 (

掘金

)、米切尔

(

爵士

)、塔图姆(

凯尔特人

)、PJ·

塔克(

火箭

)、特纳(

步行者

)、肯

巴·沃克(

黄蜂

)。

大名单

现阶段，还是里皮最适合国足。

杨旭表现不俗。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