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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 B 组

末轮争夺昨日打响，中国女足与澳大

利亚女足上演头名之争。 上半场王珊

珊单刀误判为越位， 下半场第 85 分

钟唐佳丽劲射破门，但终场前澳大利

亚队将比分扳平， 最终双方战成 1:1

平。中国女足以 B 组第二的成绩晋级

附加赛，将与韩国女足争夺一张东京

奥运会入场券。

澳大利亚和中国提前一轮晋级

附加赛，但澳大利亚赛前比中国队多

3 个净胜球， 中国女足只有取胜才能

拿到小组头名。 不过，面对世界排名

第 7 的澳大利亚队，中国女足未能如

愿“抢开局”。

上半场， 澳大利亚掌握场上节

奏，但中国女足进攻更积极，频频获

得威胁射门。 第 35 分钟，唐佳丽前场

直塞，将球传给王珊珊，球到后者脚

下后形成单刀， 但边裁示意越位在

线。 通过慢镜头显示，这一判罚是明

显的误判。 上半场结束前，王珊珊还

有一脚远射击中横梁。 易边再战，双

方继续打对攻，直到第 85 分钟，王珊

珊右路拿球妙传给马君，后者脚后跟

传球给中路的唐佳丽，唐佳丽一脚劲

射洞穿对方大门，中国女足打破场上

僵局。 不过，中国队没能将这一比分

保持到终场，第 93 分钟，中国女足后

防出现漏洞， 范艾默德远射破门，双

方最终握手言和。

赛后， 中国女足主帅贾秀全说，

“今天我们离胜利很近， 但没有最后

抓住，这还是值得我们反思和总结。 ”

他表示目前球队状态不是最好，临门

一脚仍有欠缺。 接下来，中国女足将

留在澳大利亚进行调整， 继续备战 3

月 6 日和 11 日， 主客场与韩国女足

的两场附加赛。

利拉德

因伤退出全明星周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日，

在波特兰开拓者客场104:111负于孟菲

斯灰熊的比赛中，开拓者当家球星利拉

德在一次突破中受伤，随后一瘸一拐进

入到更衣室治疗。 在这场比赛中，利拉

德出场36分钟，19投7中，砍下20分。

开拓者官方在随后公布了利拉德

伤情， 利拉德右侧腹股沟拉伤，14日将

在芝加哥接受核磁共振检查。根据最新

的消息，利拉德也将缺席今年的NBA全

明星赛以及三分球大赛。 利拉德表示，

希望德文·布克顶替他参加全明星正赛。

有意思的是，比赛结束后灰熊内线

小贾伦·杰克逊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及

是否想顶替利拉德参加三分大赛，杰克

逊打趣说：“联盟知道我手机是从不关

机的。 ”

小贾伦·杰克逊本赛季三分球命中

率为 39.9%，排名联盟第 33；利拉德三

分球命中率为 39.5%，排名联盟第 39。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加图

索执教的那不勒斯，最近成为了意大

利足坛最令人刮目相看的强队杀手。

北京时间 2 月 13 日凌晨，意大利杯半

决赛首回合的一场比赛中，那不勒斯

客场 1:0 击败国际米兰， 终结后者连

续 10 场比赛不败的记录。 法比安·鲁

伊斯下半时打进制胜球。

由于在上周的米兰德比 4：2 逆

转 AC 米兰，国际米兰反超尤文图斯，

登上意甲积分榜榜首。 现在的蓝黑军

团斗志昂扬，孔蒂也希望带领这支沉

寂多年的豪门尽可能多的夺得冠军，

所以在意大利杯他也派出主力阵容。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本赛季闹内

讧的那不勒斯，在加图索上任之后竟

然如此强势复苏。 1月22日，意大利杯

1/4决赛， 那不勒斯1:0淘汰目前排在

联赛第3的拉齐奥；1月27日的意甲第

21轮， 那不勒斯主场2:1击败尤文图

斯， 间接帮助国米登上积分榜榜首；

昨天则在意大利杯客场1:0战胜国际

米兰， 那不勒斯22天内通杀意大利

TOP3，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强队杀手。

意甲23轮过后，那不勒斯排名联

赛第11，比AC米兰还不如。但是，那不

勒斯距离欧战区只有4分的差距，意

甲还有15轮，加图索还有机会带领那

不勒斯创造更好的成绩，但是在此之

前，加图索还得想点办法，打破球队

遇弱更弱的尴尬。

13天后，那不勒斯将会迎来欧冠

联赛淘汰赛，对手是巴塞罗那，对于

加图索来说，这场比赛才是真正证明

自己水平的时候。 现在的巴萨伤兵满

营，梅西一人扛起巴萨前进。 那不勒

斯既然是强队杀手，那就试试让巴萨

颤抖吧。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中国

足球第 10 位归化球员可能已经诞

生，昨日有媒体报道，恒大主导归化

的秘鲁华裔罗伯特·萧， 已经取得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改名为萧涛涛。

萧涛涛今年年仅 23 岁， 来自秘

鲁，司职边锋，上赛季被租借至申鑫

效力，目前已经返回恒大。 早前在回

到恒大之后， 萧涛涛曾对外表示说：

“回到广州恒大之后， 我希望能争取

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才是当下

最为现实的任务。 ”

萧涛涛的爷爷是广东中山人，他

属于是第三代华裔，虽然曾经代表秘

鲁 U20 国家队出过场，但是还没有正

式代表秘鲁国家队在国际 A 级赛事

中出场。 按照规定，他可以更改国籍

为中国队效力。

萧涛涛这个名字是根据球员个

人意愿取的，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昵

称“toto”与粤语“涛涛”谐音。 由于萧涛

涛为血缘归化，因此新赛季他可以作为

内援报名使用。 鉴于恒大目前各个位

置人员拥挤，新赛季队中是否有他的

一席之地还要看卡纳瓦罗的决定。

萧涛涛作为前场多面手，比较擅

长的是左脚，能够胜任中前场的几个

位置。 经常踢的是左右边锋和前腰角

色。 速度比较快，技术比较细腻，有点

像是年轻版穆里奇。

猛龙

15

连胜被终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天，

篮网在主场 101:91 战胜了猛龙， 终结

了后者的 15 连胜。而就在 4 天前，猛龙

才以 1 分的优势在斯科迪亚银行球馆

险胜篮网。

此役过后猛龙战绩来到 40 胜 15

负， 继续排在东部第二， 落后雄鹿 6.5

个胜场差。

猛龙队的连胜纪录在 15 场戛然而

止，因此雄鹿队依旧保有本赛季联盟的

最长连胜记录：18 场。 篮网队则在过去

10 场比赛中赢下了其中 7 场。

篮网主帅阿特金森赛后接受采访

时表示， 球队的执行力不算很完美，但

是想要赢球的欲望非常高。阿特金森还

表示，本场比赛，他的球队的防守是精

英级别的。

猛龙核心洛瑞则对自己球队的表

现并不满意，“我们不断地投丢投篮，我

们没有展现出自己的侵略性。我们给了

他们可乘之机， 把我们屁股都打开花

了。 这就是一场比赛而已，我们随后还

要振作起来。 ”

本场比赛洛瑞出战 36 分钟，13 投

4 中，三分球 6 中 3，得到 12 分、11 个篮

板以及 12 次助攻的“三双”。 这是洛瑞

本赛季的第 2 次得到“三双”，也是其个

人职业生涯的第 16 次“三双”。

终结国际米兰连续 10 场不败

加图索的那不勒斯成了“强队杀手”

恒大球员罗伯特·萧成功入中国籍

中文名字为萧涛涛

中国女足奥预赛遭澳大利亚女足绝平，排名小组第二

中韩将死磕奥运会资格

利拉德（右）将缺席全明星周末正

赛和三分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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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索（右）带领的那不勒斯俨

然有了复苏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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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员王珊珊遭遇对手包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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