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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受疫情

影响，国内联赛无限期推迟，广东华

南虎俱乐部前日通过官方公众号宣

布，球队正式解散。

广东华南虎俱乐部前身是 2003

年成立的东莞南城俱乐部，2012 年迁

至梅州，2017 年底成功冲甲，2019 年

更名为广东华南虎俱乐部。 今年 2 月

3 日是中国足协规定的中甲俱乐部提

交工资奖金确认表最后一天，而华南

虎并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这预示着

球队将面临失去中甲资格。 据了解，

由于俱乐部主体过去一年经营困难，

一度向省体育局及足协求助， 但未

果。 在球队方面，华南虎于去年底已

正式宣布，包括傅博、王亮、周德斌等

教练组团队离队，阿洛伊西奥、艾伦、

理查德、张勇、刘建业、邱盛炯、邓宇

彪也因合同到期正式离队。

华南虎俱乐部在官宣中写道：

“时日有序，聚散有时。 天涯未远，岁

月无虞。 感谢有你，江湖再见。 ”这支

在中国足球生存了 8 年的球队，最终

曲终人散。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NBA 常

规赛昨日进入全明星周末前最后一个比

赛日，凯尔特人主场双加时 141:133 险胜

快船。 快船本场比赛可谓赔了夫人又折

兵，西部排名第三的快船与掘金的胜场差

扩大。 而且快船队的保罗·乔治左腿筋伤

复发，只打了 15 分钟就提前离场，他目前

被列入每日观察名单。

凯尔特人的赢球功臣是小将塔图姆，

他本场比赛 23 投 14 中、 三分球 10 投 5

中，得到全场最高的 39 分外，他还收获了

9 个篮板球。 塔图姆 3 月 3 日才年满 22

岁，这个年轻人已经展现出超巨才华，在

和莱昂纳德的比拼中，丝毫不落下风。 甚

至单就昨天比赛而言，塔图姆还力压莱昂

纳德，成为全场最闪耀的球员。

莱昂纳德本场比赛出场 46 分钟，砍

下 28 分和 11 篮板的两双数据。赛后接受

采访时，他谈及塔图姆的成长与表现：“我

想说的是，他变得越来越自信了，队友都

传球给他，他们都信任他，他也相信他自

己，他做着他该做的事。 ”

根据统计，塔图姆在过去 5 场比赛中

场均能够得到 29 分、8.2 篮板、3.4 助攻、

1.6 抢断和 1.4 封盖，投篮命中率 50%，三

分球命中率 44.7%，罚球命中率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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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

间昨天凌晨，意大利杯半决赛首回合

又赛 1 场，“老妇人”尤文图斯客场 1:1

绝平 AC 米兰，C 罗和布冯双双救主。

本场比赛，伊布吃到黄牌，次回

合将停赛。 雷比奇打进个人近 6 场正

式比赛第 5 球，尤文图斯则由 C 罗补

时造点并扳平。 本场圣西罗售出 7.2

万张球票，创下意大利杯半决赛上座

纪录。

在萨里的手下，如今的尤文图斯

变得对抗疲软、场面难看，尽管门线

上的布冯依然神勇，前场的 C 罗持续

火爆，在面对狼性十足的 AC 米兰时，

尤文还是处于被动之中。

昨天的比赛眼看就要令人憋屈

地输给 AC 米兰了，又是 C 罗在最后

时刻站了出来，他制造点球并且亲自

主罚命中，帮助斑马军团带回了一场

宝贵的平局。

这是 38 岁的伊布与 35 岁的 C

罗生涯第 12 次交锋，C罗所在的球队 5

胜 6平 1负占据上风，而C罗打进 7球，

伊布 3球，依然是 C 罗更胜一筹。

这是 C 罗本赛季为尤文出战 29

场打进的第 24 球。包括意甲 20 球，欧

冠 2 球， 意大利杯 2 球。 同时， 进入

2020 年，C 罗 8 场比赛全部进球，总

共打进 12 球， 而且连续 10 场意甲进

球创造了尤文队史纪录。 不过让人感

到遗憾的是，作为世界足坛第一高效

老人，C 罗如今在尤文图斯的作用却

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了，因为萨里实在

玩不转这支球队。

尤文即将迎来三线作战的魔鬼

赛程，却始终没有一套一以贯之的战

术思路。 主教练萨里似乎也没有想明

白球队的重点在哪， 怎样踢比赛，怎

样使用球员。 尤文现在无论是具体战

术还是整体战略，都有陷入恶性循环

的风险。 更为可怕的是，这样一支尤

文，似乎正失去狼性，除了 C 罗之外，

整体对胜利都不再那么饥渴。 现在国

米和拉齐奥骤然崛起，AC 米兰也在

强势复苏， 尤文现在的处境十分微

妙。

以尤文目前的配置和状态，欧冠

能淘汰里昂应该就算心满意足了。 更

大的挑战还是在意甲，国米和拉齐奥

势必都要死磕争冠，而尤文就算欧冠

出局了也未必能在联赛和意大利杯

取得明显优势。 无论是战略还是形

势，萨里都必须作出决断，昨天与 AC

米兰的比赛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萨

里的举棋不定，再这么混下去，尤文

本赛季四大皆空绝非危言耸听。

在表现不佳的情况下能从

圣西罗带走 1:1 的平局， 最后

时刻制造点球并罚进取得绝平

的 C 罗当然是大功臣。 但如果

没有布冯此前的出色发挥，斑马

军团根本就没有拖到最后时刻

的机会。 这位 42 岁的老门

将，堪称尤文救星。而赛后的

评分也显示出这一点， 布冯

正是昨天的 MVP。

AC 米兰本场的

进攻势头很盛， 红黑

众将也积极尝试远

射， 试图以此来考验

年事已高的布冯。 不

过这些对布冯来说问

题不大， 更值得一提

的是他在第 22 分钟

飞身扑出卡拉布里亚

禁区线上的抽射，反

应速度极快， 扑救动

作也相当舒展。《足球

市场》赛后表示，即便

42 岁了，布冯仍然是

令人安心的。

手上功夫不俗，布冯下半场又展

现了脚下功夫。 面对雷比奇的低射，

布冯迅速下地用右腿把球挡下，没有

让球从自己身下钻进球网。 用拳，用

手，用脚，布冯本场比赛展现出了一

名优秀门将全面的能力。 雷比奇的进

球，布冯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尤文本

场被 AC 米兰射正多达 11 次， 上一

次这种情况还早在 2013 年 8 月。 而

布冯高接低挡，救下了其中的 10 次。

有人戏称， 如果说 C 罗是 35 岁

以上的球员中的最强者，那么布冯就

是 40 岁以上球员中的最强者。 虽然

已经 42 岁， 但他在一些比赛中仍然

可以贡献力量，对球队的更衣室有着

很重要的作用。

本场赛后，42 岁的布冯带走了马

尔蒂尼 18 岁的二儿子丹尼尔的球

衣。 丹尼尔已经是足球世家马尔蒂尼

家族的第三代职业球员，布冯也因此

打趣道：“在我的收藏中，有基耶萨和

他儿子的，乔治·维阿和他儿子的，以

及马尔蒂尼和他儿子的。 现在，我等

着他们家的第四代呢。 ”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42岁老布冯重现青春

凯尔特人主场双加时力克快船

力压莱昂纳德

塔图姆闪耀全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凯尔特

人昨日宣布将于下赛季退役凯文·加内

特的 5 号球衣。 加内特 2007 年加盟了凯

尔特人，并效力了 6 个赛季，他在 2007~

2008 赛季率领凯尔特人获得了 NBA 总

冠军。

“我们 2008 年就知道，我们早晚会退

役他的球衣。 自从他来到这里以后，我不

想说他是凭借一己之力， 因为我们靠的

是团队的努力，但他真的改变了一切。 每

当他站上球场，总能为我们带来能量，带

来动力，带来激情，我 17 年里从没见过

有人能像他一样。 他的号码从那时候起

就已经退役了， 但我们很荣幸能够在今

天宣布这一消息。 ”凯尔特人老板格罗斯

贝科接受采访时说道。

虽然说加内特 1995 年被森林狼选

中，也为这座城市效力了 12个赛季。 但是

加内特的高光生涯荣誉光辉时刻， 却大部分

都是在绿军时期到来的。 2008年的 3月 9

日，加内特成为历史上第 32 个 20000 分先

生。 2008 年 11 月 1 日 32 岁的加内特出

战满 1000 场，创下了当时的最年轻纪录。

2013 年的 2 月 8 日， 他迈过了 25000 大

关，2013 年 12 月 14 日，他的总篮板数超

过 14000 个， 成为的历史上第三个拿到

25000 分 14000 篮板 5000 助攻的球员。

“我很荣幸，并且感谢凯尔特人退役

我的球衣。 我会始终尊重并对管理层、丹

尼·安吉、道格·里弗斯、我过去的队友，以

及凯尔特人国度心怀感激。 ”在得知凯尔

特人退役自己球衣的消息后，加内特也表

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凯尔特人宣布

退役加内特球衣

广东华南虎官宣解散

C

罗（上图）与布冯（下图）是尤文避免败

局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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