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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曾经作

为传统豪门之外的草根球队勇夺英超

冠军的莱斯特城，昨日在英超赛场上再

一次书写了一个小小奇迹，客场 9:0 狂

胜南安普顿。

原本这并不是一场受人关注的英

超联赛，却成为了英国媒体在赛后争相

报道的焦点，本轮英超最先开场的一场

比赛， 莱斯特城客场反客为主， 以 9:0

的大比分击败南安普顿，一举创造了诸

多英超纪录。

9:0 的比分， 是英格兰历史上客场

最大分差纪录；上一次曼联创造英超最

大分差纪录是在 1995 年 3 月， 主场也

是 9:0 击败伊普斯维奇。 追平这个纪录

已经很难，更难的是在客场，英格兰顶

级联赛 131 年客队都没有过这样一边

倒的比赛。莱斯特城破百年纪录的豪华

胜仗， 或许会比 24 年前的曼联更让人

印象深刻。

让人津津乐道的是，这场比赛帮助

莱斯特城把守球门的是卡斯帕·舒梅切

尔是当年帮助曼联 9 球大胜的传奇门

将彼得·舒梅切尔的儿子。 老爸的纪录

在 24 年后，由儿子共享，书写一对父子

传奇。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对面的门将，南

安普顿门将安格斯·冈恩的父亲布莱

恩·冈恩曾在效力诺维奇时， 英超 1:7

惨败于布莱克本，二人成为英超唯一一

对单场都被打进过 7 球+的父子。

本场比赛，莱斯特城前锋佩雷斯和

瓦尔迪各自上演了帽子戏法，这在英超

历史上此前也仅仅只有一例：2003 年 5

月阿森纳的彭南特以及皮雷在同一场

比赛中均取得了帽子戏法。值得一提的

是，那场比赛成为纪录背景板的依旧是

南安普顿，“惨败基因”的骂名怕是难以

洗刷了。

本场比赛仅仅半场过去，莱斯特城

就已经取得了 5:0 的巨大优势早早锁

定胜局，这也是英超历史上最大分差的

客场半场领先记录。

根据统计，蓝狐军团本赛季英超前

10 轮已经打进了 22 个进球，已经超越

了 2015-2016 赛季他们创造奇迹英超

夺冠的同期积分，在积分上仅落后榜首

的利特浦和排名第二的卫冕冠军曼城，

稳坐积分榜第三位。

有了莱斯特城的强势加入，本赛季

英超争冠恐怕不会是曼城与利物浦的

二人转。 与此同时，阿森纳与曼联这样

的“传统”争四球队，在欧冠席位的争夺

方面恐怕也就更困难了。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由广

州市体育局、花都区人民政府联合

主办的 2019 年广州市“体育三下

乡”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花都区炭

步镇藏书院村举行，市群众体育行

业党委组织市属体育协会一行 8

人赴炭步镇大涡小学参加“体育三

下乡”志愿服务活动，向当地孩子

们捐赠体育器材、传递温暖爱心。

炭步镇大涡小学位于广州市

花都区西南炭步镇，建于 1965 年，

主要服务炭步镇西部的大涡村和

骆村及附近的外来工子弟。 该校高

度重视发展足球、象棋等学校特色

项目，被评为“2016-2019 年度广州

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大涡小学

校长许炽林表示，希望与市属协会

开展深度合作，不断丰富学校体育

文化生活。 捐赠仪式上，市属体育

协会代表分别向大涡小学捐赠了

羽毛球及球拍、足球、篮球、气排

球、乒乓球、围棋、象棋等体育器材

和文具。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唐淼

大脚长传，扎哈维长途奔袭甩掉对

方防守后单刀破门，收获个人本赛

季第 28 球， 追平由艾克森保持的

中超联赛单季进球纪录。 然而，广

州富力补时阶段遭遇对手绝杀，在

中超第 27 轮中客场负于河北华夏

幸福。

本场比赛最大焦点莫过于扎

哈维能否追平或打破由艾克森保

持的中超联赛单季进球纪录，“扎

球王” 在上半场第 38 分钟结束了

这一悬念。 纵观全场，主队华夏幸

福打得更为积极， 全场共有 32 脚

射门，富力门将程月磊个人奉献 10

次扑救，5 次解围。 上半场，程月磊

不仅挡出“小摩托”费尔南多的单

刀，还扑出马斯切拉诺的点球。 相

比之下，富力虽有扎球王，但全场

仅有 15 脚射门， 下半场在领先情

况下打起了防守反击。 在对手的强

攻下， 第 69 分钟， 马尔康头球破

门，将比分扳平。 其后，斯帅换上金

波和陈俊乐加强中场，其中陈俊乐

成为富力队史上首位在中超登场

中国香港球员。 补时阶段，主裁判

艾

堃

在视频助理裁判提示下，吹罚

晋鹏翔在禁区内推人，马尔康主罚

点球，程月磊虽判断对方向，但未

能阻止皮球入网。 最终，广州富力

以 1:2 输给华夏幸福。

“这场球我们各踢了半场好

球，1:1 的比分更公平一些，输球很

沉痛，但这就是足球。 ”赛后富力主

帅斯托伊科维奇很失望，他甚至拒

绝评论追平中超进球纪录的扎哈

维。 上一轮比赛富力主场负于山东

鲁能，破门的扎哈维追平个人中超

单季进球纪录时曾表示，虽然有进

球但输球让人很失望，在他看来赢

球高于个人纪录。 本轮赛后，他甚

至拒绝任何采访，径直离开球场。

客场9球大胜南安普顿，刷新英格兰顶级联赛131年

以来客场最大分差纪录

莱斯特城再度书写新童话

广州富力终场前遭点杀，客场负于华夏幸福

平纪录难救主 扎哈维不高兴

“体育三下乡”活动

在花都启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今晚 19:

35， 广州恒大将在主场迎战河南建业，

他们迫切需要重返胜轨，毕竟亚冠出局

之后，球队只剩一项荣誉可以争夺。

周中恒大主场不敌浦和红钻，遗憾

告别亚冠赛场。 卡纳瓦罗的球队目前中

超领先优势只剩 1 分，因为昨天北京国

安在主场 3:1 击败天津泰达， 也已手握

61 个积分。 今晚上港主场迎战大连一

方，全取 3 分的可能性也不小，因此恒

大已无任何退路。

在赛前发布会上， 卡纳瓦罗说道：

“这几天训练更多是恢复体能， 很幸运

在亚冠中没有新的伤病出现。 队员的恢

复状态良好，而且参加比赛的队员训练

状态也很不错， 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赛程的原因不允许我们考虑太长

远， 因为下一场比赛是一个月之后，我

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明天

的比赛很重要。 其实亚冠输了之后球员

们都很失望， 毕竟已经走到了半决赛。

尽管外界对我们有很多不满意的声音，

但对于恒大来说能够达到目前的成绩

已经很不容易了。 ”

恒大已经将近三个月未在联赛主

场赢球，卡纳瓦罗解释说：“连续不赢球

的客观原因是赛程切割得比较零碎，对

我们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主场不赢球的

原因是球队在主场比赛的压力比较大，

有的比赛过程和场面比较有侵略性，我

们需要更多关键球员可以站出来。 这对

于我来说要总结球队的问题，虽然很多

人都在议论我们的阵型和用人，但其实

轮换较大的原因是因为伤病和状态。 对

于球员来说，更重要的是对于比赛的求

胜欲望。 ”

北京国安获胜施压

恒大急需主场打破赢球荒

昨日，扎哈

维 （右 ）在对阵

华夏幸福的比

赛中打入赛季

第

28

球 ，追平

中超单季进球

纪录。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摄

在昨日的赛前发

布会上 ， 恒大主帅卡

纳 瓦 罗 时 而 笑 容 满

面，时而眉头紧锁。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