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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文图斯和皇马同一天欧冠出局

C罗与齐达内会相互怀念吗？

齐达内和 C 罗在皇马合作的 3 个赛季，皇马一直都是欧冠淘汰赛赛场上的胜利者。 2018年，皇马成就欧冠三冠王伟业后，C

罗远走尤文图斯，齐达内也曾短暂离开皇马，而后又回归皇马。 之后，拥有 C罗的尤文图斯和只有齐达内、无 C 罗的皇马再也没能

成为欧冠胜利者。 昨日凌晨，齐达内与 C罗这对“师徒”更是双双被淘汰出局，他们会怀念曾经那段无往不胜的时光吗？

曼城双杀皇马

瓜帅打破齐达内“光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千呼万

唤之中， 欧冠终于在昨日凌晨重新启

动。 首个比赛日，瓜迪奥拉率领曼城淘

汰皇家马德里， 齐达内教练生涯首次

在欧冠淘汰赛出局。

5 个多月前，曼城在客场 2:1 逆转

皇马，已为昨晨的结局做好了铺垫。 瓜

迪奥拉的球队在欧洲足球重启之后的

表现非常出色，6 个主场全胜且有 5 场

取得零封，场均 4 个进球，远非“客场

虫”皇马可比。

昨天凌晨， 皇马没能在伊蒂哈德

球场反败为胜， 瓦拉内的两次致命失

误，给了曼城机会。 银河战舰客场再次

以一个 1:2 落败，两回合被曼城用相同

的比分双杀，又一次止步欧冠 16 强。

自从 2018 年实现欧冠三连冠之

后，皇马连续两年重新扮演“欧冠十六

郎”。 上赛季在 16 强阶段被阿贾克斯

淘汰，这一次则是被曼城淘汰。 这也是

齐达内教练生涯第一次遭遇欧冠出

局。 此前他执教皇马，9 次成功从淘汰

赛突围，还赢下了三次决赛。 曼城则成

为第一支在欧冠淘汰齐达内的球队，

这也是曼城队史第一次在欧冠赛场淘

汰皇马。 瓜迪奥拉继续扮演皇马克星

的身份， 成为第一位在欧冠赛场淘汰

齐达内的主教练。

昨晨这场比赛， 曼城在第 9 分钟

取得领先。 当时瓦拉内拿球被热苏斯

在禁区左侧抢断后横传， 库尔图瓦进

退失据， 斯特林小禁区前推射从米利

唐身下入网。 皇马第 28 分钟扳平比

分，罗德里戈右路下底传中，罗德里冒

顶， 无人贴防的本泽马小禁区前强力

头球破门。 但是曼城第 68 分钟锁定胜

局。 瓦拉内头球解围失误后头球回传

库尔图瓦， 热苏斯成功拦截后禁区左

侧小角度破门。 瓦拉内成为本场最大

背锅侠。

虽然只是进军八强， 但双杀皇马

的赛果及两场比赛的过程， 足以成为

曼城真正冲击大耳朵杯的宣言。 在和

顶级豪门的较量中， 一直被诟病气质

不足的蓝月军团终于迎来了蜕变，以

淘汰西甲冠军皇马的方式强势过关。

进入八强之后， 曼城的对手将是淘汰

了尤文图斯的法甲劲旅里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日凌

晨的另一场欧冠 16 强次回合赛事，首

回合客场 0:1 不敌里昂的尤文图斯，回

到主场力求复仇。 结果凭借 C 罗的两

个进球，尤文虽然 2:1 拿下胜利，但由

于没有客场进球，总比分 2:2 的情况下

惨遭里昂淘汰。

本场比赛，里昂凭借德佩主罚的一

记勺子点球首开记录后，尤文需要打出

3:1 的大逆转方可晋级。 随后德佩手球

送点，C 罗主罚扳平，连续 14 个赛季欧

冠淘汰赛进球。 下半时，C 罗世界波反

超比分，将个人保持的欧冠进球纪录改

写为 130 球。

德佩本场成为另类数据创造者，他

是 21 年来首名在尤文主场的欧冠淘汰

赛打进点球的球员，也是有数据统计以

来，第一位在欧冠淘汰赛既打进点球又

被吹罚点球的球员。

作为“历史数据粉碎机”的 C 罗，

近 13 个欧冠淘汰赛主场打进 20 球。本

场他首次欧冠禁区外左脚破门，职业生

涯总计欧冠禁区外打进 19 球， 超过梅

西

（

18

球）

独居首位。 他还将欧冠梅开

二度纪录改写为 36 次，领先梅西 3 次。

在欧冠联赛历史上，C 罗个人进球总数

与马竞全队进球总数持平， 仅有 22 支

球队全队进球总数多于 C 罗个人进球

数。可惜在 C 罗超出比分后，余下的 30

多分钟时间里， 尤文图斯再无建树，只

能接受总比分打平但出局的苦果。

有分析认为，连续两个赛季的实例

证明了， 这支尤文图斯及主教练萨里，

完全配不上 C 罗这样的球员。 在里昂

严密防守面前，阵地战本就办法不多的

尤文，只能依靠 C 罗上演神奇时刻。 葡

萄牙巨星本场狂轰 9 脚射门，还真就给

他硬生生撬开了里昂的大门。加盟尤文

至今，斑马军团欧冠淘汰赛所有的 7 粒

进球，全部由 C 罗一人包办。 在欧冠淘

汰赛历史上，C 罗已经狂轰 67 球，这一

数字是第二位的梅西和第三位的穆勒

的进球数之和。

权威杂志《法国足球》之前的消息

称，C 罗已对尤文图斯和萨里感到失

望，可能寻求离队，但尤文老总阿涅利

否认了这个说法。 而北京时间昨晚，尤

文图斯发布公告，正式宣布萨里下课。

广东宏远淘汰北京首钢，8月11日起

将与辽宁队争夺CBA总冠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在缺阵两场

比赛后， 易建联在万众期待之下终于复出了。

在昨晚进行的 CBA 半决赛中， 东莞银行宏远

队以 88:85 击败北京首钢队，从而以总比分 2:

1 晋级总决赛。 宏远队总决赛的对手是辽宁

队，辽宁队此前以总比分 2:0 淘汰了新疆队。

在连续缺席两场比赛后，易建联左膝裹着

厚厚的黑色护膝先发上场。可以看出因为伤病

没有痊愈，易建联的移动能力要大大逊色于平

常。但是易建联在场上的牵制作用还是相当明

显，特别是在防守端，只要阿联在篮下，北京队

就攻不进去。 就连外援尤度，在阿联的防守之

下也两次在篮下铩羽而归。

但是，乘着易建联下场休息的时候，北京

队马上重新掌握比赛的主动权，双方你来我往

之下，宏远队首节比赛以 16:13 领跑比赛。 第

二节双方像外界所预期的那样陷入了肉搏式

的缠斗之中， 比分也一直胶着到了半场结束，

双方战成 37:37 进入半场休息时间。

下半场一开场，易建联再次发挥篮下的强

大威慑力， 宏远队打出了一波 9:0 的小高潮。

此后宏远队一路领跑，加上第 4 节一开场北京

队内线大将朱彦西就因 6 次犯规被罚下，胜利

天平就此倒向了宏远队。

宏远队本场获胜，带伤复出的易建联居功

至伟， 他上场 30 分钟拿下了 18 分和 14 个篮

板球的两双数据。 此外，王薪凯成为了宏远队

本场比赛的奇兵， 他上场 27 分钟拿下了 14

分，其中三分球 6 投 4 中。

总决赛和半决赛一样采取 3 战 2 胜制，首

场比赛将在 8 月 11 日拉开战幕， 系列赛的第

二场和第三场分别将在 13 日和 15 日进行。

有阿联！ 就是好！

独进两球难逃赢球出局

尤文图斯“辜负”C罗

皇马主帅齐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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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罗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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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北京

首钢的生死战

中， 有伤在身

的阿联表现依

然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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