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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前日，2019-

2020 年度粤港澳“会长杯”网球赛在广东省二

沙体育训练中心网球场举行。 本次比赛由广

东省体育对外交流中心和广东省网球协会共

同主办，通过选拔，来自广东、香港、澳门三地

网球协会的 53 名会员选手参加了比赛。 经过

激烈争夺，广东队获得会长杯冠军，澳门队和

香港队获分别排名 2、3 位。

粤港澳“会长杯”网球赛连续举办四年，

已成为粤港澳三地网球会加强沟通交流，增

进了解、密切感情，持续有效地推动粤港澳网

球事业和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平台。

广东省网球协会负责人表示， 三地网球

好手以球会友，通过新年“第一场”比赛加强

互动，促进队员之间的团结协作，为后续的三

地网球合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英超豪门再次集体丢分

除了利物浦，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晨

刚刚结束的 2019/2020 赛季英超第

23 轮的比赛中， 不少豪门球队纷纷

爆冷，英超传统六强的球队中，热刺

客场 0：0 战平沃特福德； 曼城主场

2：2 战平水晶宫； 阿森纳则主场 1：1

战平了谢菲联，而最惨的就是切尔西

了， 他们客场 0：1 不敌纽卡斯尔，是

目前为止英超六强球队中在本轮比

赛中唯一一支输球的球队。

穆里尼奥的热刺本轮对阵沃特

福德，球员明显不在状态，面对对方

的逼抢，热刺频繁出现失误。 下半场

埃里克森出场之后， 情况有所好转，

而比赛最后阶段热刺是有机会绝杀

对手的，可惜他们距离进球只差了几

毫米。

瓜迪奥拉的曼城本轮对

阵水晶宫的比赛似乎也缺少

一些运气，全场比赛曼城大部

分时间都占据优势，而上半场

比赛水晶宫通过一个角球收

获了进球，下半场比赛阿奎罗

梅开二度一度接近完成逆转，

没想到第 90 分钟的时候，费

尔南迪尼奥自摆乌龙，最终他

们只拿到了平局。

阿森纳本轮比赛其实踢

得不错，球队也获得了不少机

会，可惜的是，本场主裁判是

不喜欢判罚点球的麦克迪恩。

因此佩佩禁区内被放倒，遭到

了主裁判的无视，阿森纳失去

了本应得到的点球机会。

如果说热刺、曼城和阿

森纳本轮的运气都有一点

不好的话，那么切尔西的

运气就是非常的不好，亚

伯拉罕一次过掉门将后

将球打飞，一次直面门将

的时候没能把握住机会，

而浪费机会过多的切尔

西也遭到了惩罚， 第 94

分钟被对手绝杀了。

穆帅魔力全失 热刺争四希望渺茫

穆里尼奥接掌热刺已经有一段时

间了，但热刺仍未能形成战斗力，不禁

令人担忧这支球队以及穆帅本人的未

来。

根据赛后数据统计， 热刺全场控

球率达到 58%，完成 17 次射门其中射

正 5 次，拥有 2 次绝佳进球机会，但却

未能取得进球。 而主队沃特福德也完

成了 15 次射门，获得了 3 次绝佳进球

机会。虽然数据

不算难看，但从

场面上来说，热

刺全场却踢得

十分凌乱，进攻

看不出章法，往

往依靠球员的

个人能力，打不

出精彩的配合。 防守更是让人着急，多

次给了沃特福德进球良机。 整体来看，

沃特福德的攻击更直接， 显得更具威

胁。

在又一次丢分之后， 热刺在积分

榜上排名第 7 位，争四希望渺茫。 进入

2020 年以来， 热刺 5 战仅 1 胜， 最近

10 场只赢 3 场，这样的胜率，完全是保

级队水平。

对于新帅穆里尼奥来说， 无法让

球队取得立竿见影的提升， 是很罕见

也很尴尬的。 如今的热刺，伤病情况十

分严重， 穆里尼奥面临着无人可用的

窘境。 恩东贝莱、穆萨·西索科、本·戴

维斯长期躺在病床， 造成热刺在中场

位置缺兵少将。 而前锋凯恩因腿筋伤

病缺阵，球队直接没了正牌前锋，严重

影响了本轮进攻的效率。 如果埃里克

森选择在冬窗离队， 则将令原本阵容

就十分单薄的热刺雪上加霜。

不过不管热刺的伤病多严重，也

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 那就是穆里尼

奥没能打造出一个有效体系。 其实穆

里尼奥执教热刺后思路很明确， 那就

是进攻时主打 3 后卫阵型， 奥利耶助

攻上前，提供进攻宽度。 防守时变成 4

后卫阵型，可事实是，不论进攻还是防

守，热刺都是一团乱麻，根本没有任何

亮点可言。

在主打战术一再无效的情况下，

穆里尼奥还拿不出应变方案， 这才是

最可怕的。 当年那个可快速打造体系

的名帅穆里尼奥， 如今真的看起来有

些江郎才尽了。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看看曼城这防守 难怪利物浦优势如此之大

本轮曼城主场 2：2 战平水晶宫。 与少

赛两场的利物浦积分差距达到 13 分，领

先少赛一场的莱斯特城 3 分，排在积分榜

第二位。 又一次，孱弱的防线让曼城无法

全取 3 分。

本场比赛曼城在进攻中表现得倒是

还算强势，但后防线的多次失误，让水晶

宫两度轻松取得进球， 最终只能遗憾战

平。 上半场第 39 分钟，水晶宫球员开出角

球，卡希尔抢到第一落点头球摆渡，托松

随即接到落点头球破门。 托松攻门的时候

身边竟然无人盯防，禁区内的 9 名曼城球

员无一人到位，导致他在小禁区位置轻松

破门。

下半场最后时段的乌龙球则

更令人扼腕叹息。 当时阿圭罗连

入两球， 已经帮助曼城逆

转了比分，比赛进行到补时阶段，可以说

曼城的胜利已经唾手可得。 最后时刻，水

晶宫的扎哈从左侧一路带球杀入禁区，面

对身边两名曼城球员的包夹防守，送出了

横传。 费尔南迪尼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

脚解围，不慎自摆乌龙，导致水晶宫扳平

了比分。

曼城本场的控球率达到了 72.3%，完

成了 25 次射门，其中 6 次射正，形成了 3

次绝佳进球机会，而水晶宫仅有 5 次射门

3 次射正，最终比分却是 2：2，简直令人无

语。 这种情况本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出

现， 孱弱的防守多次导致曼城错失好局，

将胜利拱手让出。 尤其是中后卫拉波特受

伤之后，曼城的后防线更是屡屡失误。

看看积分榜，曼城进球比利物浦多 14

个，但是丢球也比利物浦多 13 个，因此两

队相差 13 分，完全是防守水平的高

低所决定的。

赛后瓜迪奥拉无比懊恼：“我们

必须避免我们在第二个丢球上犯的错

误。不要让扎哈跑起来，就这么简单，但

我们让他跑起来了。不能让对手有反击

机会。 ”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为何曼联要苦苦求购哈兰德?

他用帽子戏法给出了答案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天

凌晨德甲赛场上演了一场疯狂的比

赛，多特蒙德两度两球落后，但最终

却以 5：3 惊人地逆转奥格斯堡，而导

演这场神奇逆转的球员是哈兰德。

这场比赛是哈兰德在多特蒙德

的首秀比赛，他并未首发出场，而是

在第 56 分钟替补上场， 这时多特正

1：3 落后。 随后，哈兰德开始了疯狂

个人秀。

上场后仅仅 3 分钟，哈兰德在禁

区内接桑乔传球抢射破门，帮助多特

将比分扳成 2：3。 上场第 15 分钟，小

阿扎尔过掉了门将后无私传中，将空

门机会让给了哈兰德， 后者轻松进

球，比分变成了 4：3。

第 80 分钟，哈兰德

获得超级单刀机会，他

杀入禁区后轻松破门。

就这样， 哈兰德首秀上

场仅仅 23 分钟，就完成

了帽子戏法。 值得一提

的是，哈兰德堪称首秀狂魔。 本赛季

欧冠小组赛第一轮，他在个人的欧冠

首秀之战，也上演了帽子戏法。 哈兰

德也因此成为德甲历史上首位在首

秀中替补出场就完成帽子戏法的球

员。

就在不久前，19 岁的哈兰德还

和曼联联系在一起，索尔斯克亚和曼

联球探都考察过哈兰德，但最终这样

一位妖星， 却被多特蒙德用 2000 万

欧元给抢走。 哈兰德自己承认，是他

主动拒绝曼联的。

如今看来，曼联很可能错过了一

位未来巨星。因为哈兰德昨天的梦幻

处子秀，甚至可媲美当年鲁尼在曼联

的首秀帽子戏法。

粤港澳“会长杯”

网球赛举行

对于本赛季球队在防守端暴露的问题，

瓜帅一直没能拿出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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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兰德进球后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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