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郑少山 美编：方元 校对：段丁

体育

2020.2.13��星期四

INFORMATION TIMES

A11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包揽多

名大牌外援的日职联球队神户胜利船，

昨天下午在主场进行的亚冠小组赛首

轮比赛中，5:1 击败来自马来西亚的亚

冠新军柔佛 DT。 这两支球队与广州恒

大都是来自本赛季亚冠 G 组。

这场比赛客队一度扳平比分，不过

面对刚刚拿下了日本超级杯冠军的神

户胜利船，他们还是没有抵挡住对手的

攻击。 前锋小川庆治朗上演帽子戏法，

古桥亨梧和道格拉斯也都有进球斩获，

伊涅斯塔亚冠首秀两送助攻，神户胜利

船亚冠首秀就拿下了一场疯狂的胜利。

这场比赛是伊涅斯塔的亚冠首秀，

小川庆治朗首开纪录的进球就是伊涅

斯塔的助攻，他精准长传找到了小川庆

治朗，后者直接挑射破门得分，伊涅斯

塔的脚法依旧相当出色。 虽然没有取得

进球，不过他的长传球体现出了完美的

视野和脚法，令人惊叹。 下半场伊涅斯

塔再度助攻小川庆治朗，后者也完成了

帽子戏法。

作为与恒大同组的球队，神户胜利

船是这个小组头名的有力竞争者，卡纳

瓦罗了解伊涅斯塔，他需要提前做好准

备和部署。 现在看来，这名球员丝毫不

显老态，甚至巴萨都希望他可以回去帮

忙，可见“小白”的杀伤力依然十分巨大。

又讯

上海上港所在的亚冠 H 组，

全北现代昨天坐镇主场 1:2 不敌横滨水

手，主队孙俊浩和李

镕

先红吃到红牌被

罚离场。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今天下

午，中国女足将迎来奥预赛小组赛最

后一个对手是澳大利亚队。 中国女足

虽提前一轮晋级附加赛，但如果能够

战胜澳大利亚，那么将在附加赛中占

据利好。

此前中国女足先后以 6:1 和 5:0

击败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同组的澳

大利亚同样取得两连胜，两队提前晋

级附加赛。 A 组和 B 组前两名将进行

主客场交叉淘汰，获胜的两队将与东

道主日本一起参加东京奥运会。 目

前，澳大利亚队在净胜球方面领先中

国队 3 球，后者只有取胜才能获得小

组头名。

今天中国女足与澳大利亚女足

的比赛结果将决定他们附加赛的对

手，A 组前两名是韩国女足和越南女

足， 假如中国女足能成为 B 组第一，

那么附加赛将能避开韩国，与越南队

交手。

赛前，中国队门将彭诗梦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最近经历的困难让球队

更有凝聚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在

比赛中打出自己的特点，不要太在意

以前的战绩，全力以赴争胜。 ”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在昨

日鹈鹕队主场138:117大胜开拓者队

的NBA常规赛中， 鹈鹕队状元秀蔡

恩·威廉姆森再次大放异彩。本场比赛

他只上场28分钟， 就得到了31分、9个

篮板和5次助攻的数据，帮助鹈鹕本赛

季第三次战胜开拓者。

31分是蔡恩

（此前曾用粤语译音

“锡安”）

的赛季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蔡恩职业生涯前十场比赛， 第二

次得分数据高于出场时间

（出场时间在

15

分钟以上）

。在NBA引入24秒限时后，

只有迈克尔·乔丹在此前曾做到过。

蔡恩到目前为止只打了9场比赛，

场均能得到 21.0分， 投篮命中率

57.6%， 他是历史第二位在生涯前9场

比赛，场均得到至少20分，且投篮命中

率高于55%的新秀。

“这要归功于我的队友们和教练，

他们在我最喜欢的位置上找到了我，

然后我也成功地将这些机会转化为得

分。”蔡恩赛后谈到自己的出色表现时

说，“我们打得很无私， 教练告诉我们

要做好自己，我们努力打好转换进攻，

取得了领先。 ”

本场比赛结束后鹈鹕也迎来3连

胜， 他们目前以23胜31负排名西部第

11位。 蔡恩复出的9场比赛里，鹈鹕赢

了5场。 在输掉的4场比赛里，3支都是

前8的球队，输给马刺也是4分惜败。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国际

篮联昨日正式公布了奥运会男篮落选

赛赛程， 中国男篮将率先在加拿大维

多利亚和小组两个劲敌过招———6 月

24 日首战挑战加拿大，6 月 25 日则要

对阵希腊队。

根据赛制规则， 落选赛分四个小

组， 每个小组的头名将获得奥运会入

场券。 这四个小组中每个小组又分为

A、B 两组，每组先单循环较量，之后 A

组前两名和 B 组的前两名再进行交

叉淘汰。 这意味着中国队必须在加拿

大和希腊队中拿下一个对手， 然后才

有机会和另外一个小组

（捷克、土耳其

和乌拉圭）

的前两名交叉淘汰争夺东

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希腊男篮中有球迷熟知的字母

哥，这位 NBA 常规赛的 MVP，本赛季

场均能砍下 30 分和 13.5 个篮板。 中

国男篮与希腊队较量实在难有胜算。

另一对手加拿大也不好对付， 加拿大

队至少有 6 名 NBA 球队球员宣布参

赛， 包括掘金队后卫贾马尔·默里、雷

霆队后卫谢伊·吉尔杰斯·亚历山大、

鹈鹕队球员尼基尔·亚历山大·沃克、

猛龙球员奥谢·布里塞特， 场均得到

1.9 分和 1.4 篮板；以及尼克斯探花秀

巴雷特， 以及新加盟勇士的前状元秀

维金斯。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

第 24

届 LG 杯世界棋王战决赛三番棋第 2

局昨日在韩国战罢，年仅 19 岁的申真

谞

九段执黑 161 手中盘战胜朴廷桓九

段， 以 2：0 零封对手后首次夺得个人

世界大赛冠军， 并获得冠军奖金 3 亿

韩元

（约合人民币

177

万元）

。 值得一

提的是，这也是“00 后”棋手首度加冕

围棋世界冠军头衔。 申真

谞

曾经给自

己定下“20 岁前夺得世界冠军” 的目

标， 在距离 20 岁一个多月的时候，他

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决赛之前， 尽管申真

谞

已取得跨

年度 18 连胜，但他和朴廷桓的交手战

绩却是糟糕的 4 胜 15 负。 申真

谞

上一

次战胜朴廷桓还是在 2018 年海泰杯

决赛。 在 10 日的首局对决中，申真

谞

执白 236 手惊险逆转朴廷桓。 虽然取

得了胜利，但是申真

谞

赛后称差点想

放弃了：“我都想弃子了， 但想着这是

世界大赛决赛，所以试着去杀黑棋。怎

么也没想到运气这么好， 最后完成了

逆转。 但这一局，我赢得并不愉快，我

必须要提升注意力。 ”

申真

谞

2000 年 3 月出生，5 岁学

棋，12 岁入段并在当年战胜了 37 岁的

李昌镐九段，他被韩国媒体誉为“棋神

派给韩国的天才”。 从学棋开始，他就

一直顶着“神童”和“天才”的光环。

2018 年 4 月，刚到 18 岁生日的申

真

谞

晋升为九段， 成为现役最年轻的

九段棋手。 2018 年年底至 2019 年年

初，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申真

谞

连

续杀进天府杯和百灵杯决赛， 但先后

不敌中国棋手陈耀烨九段和柯洁九

段，均与世界冠军擦肩而过。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仅仅执

教柏林赫塔 10 周时间，克林斯曼日前

突然宣布辞去主帅一职， 在他执教期

间，球队战绩是 3 胜 3 平 4 负。

对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辞

职，克林斯曼给出了原因。“这并不是

我临时的决定 ，很长时间以来，我一

直都认为不能以目前这种形式继续去

工作了。周一晚上，我跟我的同事们见

了面，包括我的教练组。再次去回顾我

过去是否做错了一些什么。 我和柏林

赫塔（高层）的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当

然也有不同的文化理念和处理事情的

方式。 ”

“根据我的理解， 作为一名主教

练，就应该像英超

（英格兰联赛 ）

那种

模式，主帅应该能够负责球队的一切，

也包括转会在内。 这会让在这个职位

上的人拥有更多的权力。 ”

随后，柏林赫塔官方宣布，克林斯

曼辞职立刻生效， 他的助教诺里和现

有的教练团队将接手球队。

克林斯曼辞职让柏林赫塔高层感

到十分惊讶。 根据德国《踢球者》透露，

克林斯曼辞职是因为希望俱乐部下赛

季设技术主管岗位， 自己得到两年合

同，这就类似于英超 Manager

（英式主

帅）

的角色，意味着要削减经理普雷茨

的权力。 俱乐部高层希望他首先摆脱

目前的危机， 等对竞技情况进行评估

之后再来谈论这些事情， 但克林斯曼

显然不喜欢这种做法， 并最终激进地

选择了辞职。

“现役最年轻九段”击败朴廷桓夺得LG杯

申真谞成首位“00后”世界冠军

亚冠小组赛，神户胜利船首战狂胜柔佛

伊涅斯塔宝刀未老，恒大需警惕

女足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今天下午打响

中国队与澳大利亚队争小组头名

中国男篮奥运

落选赛赛程出炉

收获31分助鹈鹕收获常规

赛3连胜

要求当技术主管未果

“争权”失败，克林斯曼辞职

蔡恩创造职业生涯新高

伊涅斯塔本场比赛上演助攻

“梅开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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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秀全指导队员进行备战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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