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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广州富力将作客大连体育

中心挑战大连一方。主队刚经历换帅，

名帅贝尼特斯首秀便带领球队赢球，

对此富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透露，与

对方是旧相识， 期待与贝帅教练席上

的“对决”。

目前在积分榜上， 富力以 6 胜 3

平 7 负积 21 分的战绩，排名积分榜第

8 位。 大连一方已 5 胜 5 平 6 负积 20

分的战绩，排名第 10 位。“这场比赛谁

获胜，谁的排名将会更靠前。相信这肯

定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两队的目标

都是争取赢球， 相信会变得有趣”，斯

托伊科维奇说。

今年两队首回合在越秀山交手，

富力艰难以 3:3 逼平对手。 而根据以

往战绩，富力在大连客场从未取胜过，

作为队中的老将， 卢琳认为这并不是

南方球队在北方无优势，“在我看来，

比赛场上只有对手和队友， 而不存在

南方球队、北方球队，我觉得主要还是

要看自己有没有赢球的欲望。 ”

本赛季大连一方重金投入， 但战

绩一直不如理想， 在联赛上半程结束

后，俱乐部便用贝尼特斯换下崔康熙，

而新帅上任后首战， 便带领球队赢下

建业。 作为一名执教过欧洲多家豪门

的名帅，贝尼特斯的名字享誉全球，斯

帅表示十分尊敬对方， 并期待与对手

交手，“我好多年前跟他有过交流，但

这场比赛我们都将在教练席上指挥，

谁能赢下比赛还得依靠我们的球员。 ”

温网百胜

!

致敬费德勒

“老相识”重逢 斯帅期待赢贝帅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7 月 11

日，2019 年温网展开男单 1/4 决赛的争

夺。 赛会八冠王、2 号种子费德勒 3:1 逆

转日本一哥锦织圭，第 13 次跻身温网四

强， 这也是他在温网取得的第 100 场胜

利。 费德勒因此成为男子网球历史上首

位突破单项大满贯百场大关的选手。

费德勒此前 13 次出战温网四强仅

输掉 1 场，下轮他将对阵老对手纳达尔，

这是第 40 次“费纳决”，也是俩人自 2008

年后第一次在温网对阵。 对于与纳达尔

的半决赛之争，费德勒表示：“这些年来，

他在这片场地进步显著。 他的打法和以

前大不一样。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这片

场地交过手了。他的发球不一样了，现在

他的发球更强势，得分更快了。而且他现

在很健康。 很多人在 2008 年就下定论说

他没戏了，2009 年对我也是这样。 但我

们还在这里。 很高兴再次能和他交手。 ”

赛会 3 号种子、 西班牙天王纳达尔

直落三盘以 7:5、6:2 和 6:2 击败美国大炮

奎雷伊，职业生涯第 7 次杀进温网四强。

值得一提的是，这确保他入围了 ATP 年

终总决赛，成为今年首位入围的选手，这

也是纳达尔连续 15 年入围该项赛事。

纳达尔晋级后接受采访时说，“和罗

杰交手总是特别的。我很期待能在 11 年

后在这里和他比赛， 这对我来说意义重

大，对他可能也是如此。 ”

西班牙男篮公布世界杯名单

回归首秀就斩获进球助恒大完胜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埃神还是埃神

信息时报天津电 （特派记者 白

云）

昨晚客场 3:0 大胜天津泰达，广州

恒大继续紧追榜首的北京国安， 这是

恒大连续第 10 次击败天津泰达，比分

很夸张，但是过程依旧惊险。

天津泰达昨晚打得十分凶猛，阿

奇姆彭、 乔纳森等等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 2012年曾在亚冠大闹天体的阿奇

姆彭，表现依旧锐利。 恒大这一场不得

不付出7张黄牌的代价，才换回了3分。

重返天津的杨立瑜面对老东家打

进了破僵的进球， 让恒大扭转了此前

的被动局面。 重返恒大的埃尔克森则

首秀破门，彻底稳定住了局面。 心有不

甘的泰达，本场力拼至比赛最后一秒，

在补时阶段他们依然也掀起了连续的

攻势， 但这让恒大更容易拉开空档打

反击。 比赛结束前一分钟，保利尼奥锦

上添花，打进个人赛季第 7 球。

在积分榜继续落后国安 2 分的恒

大，在净胜球数方面逐渐拉近距离。 本

赛季争冠形势空前惨烈， 每一个进球

也许都十分关键。 4 天后，恒大将在主

场迎战贝尼特斯领军的大连一方，一

场硬仗又将开启。

时隔 1299 天，埃尔克森又一次

披上恒大战衣首发出战。 他上一次

为恒大效力是在 2015 年世俱杯三

四名决赛对阵广岛三箭的比赛，没

有进球。 而他上一次为恒大进球，则

是在 2015 年 11 月 21 日晚上， 亚冠

决赛次回合， 广州天河体育场因为

他的一箭定江山而第二次成为亚洲

冠军球场。

昨天晚上，埃尔克森带着进球，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首秀就破门”，

这是属于恒大优秀外援的保留曲

目，当年埃尔克森的恒大“一期”、克

莱奥、穆里奇、阿兰等等概不例外，

埃尔克森没有忘了这个节目。

“小福将” 严鼎皓一脚直塞，这

是以前与孔卡、穆里奇、高拉特、保

利尼奥都演练过多次的科目， 埃神

一点没忘，心领神会球到人到，虽然

两次射门都被对方门将捕捉到了线

路， 但比对手更快的速率还是帮助

他成功打入空门。

人逢喜事精神爽， 回到恒大开

不开心，这是不用多说的，就连卡纳

瓦罗都承认，这个开心果来到队里，

训练场上欢笑声都多了许多。 到里

水基地的路上， 埃神的座驾超车黄

博文的时候， 他还记得用一句开玩

笑的“××”来招呼对方，这是属于他

们兄弟之间的特殊暗号。 到了昨晚

正式比赛之前， 埃尔克森则与全部

首发队友挨个击掌拥抱，场面感人。

这几年埃神过得不容易， 感情

的受伤、频繁的伤病、跌落神坛的表

现， 令这个阳光大男孩也不时的满

面阴霾。

明天，就是埃尔克森 30 岁的生

日，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在他心里

也有特殊的象征与渴望， 也有新的

目标和征途。 这个满场飞奔卖力跑

位卖力拼抢的追风“少年”，正在努

力挣脱过往的各种不顺与坎坷，迈

向新的人生阶段。

信息时报特派记者 白云 发自天津

归来仍是笑面杀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西班牙

男篮日前官宣了备战 2019 年男篮世界

杯的初选阵容。 这套阵容不但有众多

NBA 球员坐镇，更有一些在世预赛中表

现出色的队员，可谓星光熠熠。刚刚帮助

猛龙队夺得 NBA 总冠军的马克·加索

尔、太阳队的里基·卢比奥，黄蜂队的威

利·埃尔南戈麦斯和掘金队的胡安·埃尔

南戈麦斯兄弟等共同入围本次的 16 人

大名单。

两名前 NBA 球员———鲁迪·费尔南

德斯以及维克托·克拉维尔同样入选此

次名单。但过去 10 多年西班牙队的领军

人物保罗·加索尔，以及刚刚随猛龙拿到

总冠军的伊巴卡都不在名单之中。

西班牙队将于 7 月 24 日开启世界

杯备战工作。 8 月 2 日，他们将与立陶宛

队进行友谊赛。 随后他们将参加一项热

身锦标赛，与刚果、菲律宾以及科特迪瓦

队先后交手。 8 月 22 日他们将启程前往

中国。 本次世界杯上，西班牙队与伊朗、

波多黎各以及突尼斯队同处 C 组。

“很显然，小加索尔要成为我们的领

袖了，我觉得他早已经做好了准备。 ”名

单公布之后，西班牙主帅塞尔吉奥·斯卡

里奥罗接受采访时说道。 ”

埃尔克森延续了恒大优秀外援首秀就进球的“优良传统”。 白云 摄

回到一个熟悉的团队里，

最好的见面礼我想就是一个进

球， 我相信这个进球是我后面

非常多进球的良好开端， 我希

望可以通过更多进球来帮助球

队取得非常多的冠军。

很感谢我们的主教练，我

们确实在赛前有过一番的谈

话，我和他有非常良好的关系，

我觉得在一个团队里面， 球员

和教练保持良好关系是取得好

成绩所必不可少的。

———埃尔克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