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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亚足联日

前宣布40强赛剩余赛程安排，国足最后四

轮比赛有微调，原本第8轮、第9轮先后对

阵菲律宾、关岛的两场比赛时间将对调。

根据此前的赛程，国足将从6月3日至

15日先后对决马尔代夫、关岛、菲律宾和

叙利亚， 当中马尔代夫和关岛的实力较

弱。 微调后的赛程，国足的对手依次为马

尔代夫、菲律宾、关岛和叙利亚，如此一

来， 国足可以先以替补阵容对决马尔代

夫，随后以全主力阵容出战菲律宾，再在

对阵关岛的比赛时轮换主力，最后集中火

力对决小组中实力强劲的叙利亚。

除了赛程的利好外，国足或将占据地

利优势， 如无意外上海将成为A小组的剩

余赛事举办地。 国足将于3月再次安排集

训，5月中旬再度集结，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这四场比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在2月22

日举行的NBA常规赛中，篮网队以112:108

击败快船队，拿下六连胜后本赛季双杀对

手。 杜兰特因伤继续休战，队友哈登表现

出色，全场轰下37分11篮板7助攻，欧文则

贡献28分。

值得一提的是， 篮网队击败快船队

后，以五战全胜完成本次西海岸的客场之

行，这是篮网队史首次出击西海岸以横扫

结束战斗。 在先后击败勇士、国王、太阳、

湖人与快船的这5场比赛中， 篮网场均轰

下123.8分，投篮命中率53.1%，三分球命中

率45.3%，场均赢9.4分。

这次西部之行，杜兰特因伤只打了一

场，哈登场均得到29.2分、8.8篮板和11.8助

攻， 投篮命中率54.9%， 三分球命中率

51.1%。 欧文场均 26.8分， 投篮命中率

53.7%，三分球命中率40.6%。 此外，篮网队

本赛季对阵联盟排名前14的球队，打出了

12胜2负的战绩，尽显遇强越强的特质。

广州城官宣范加斯特出任主帅

上赛季曾担任一线队助教，表示重返球队就像“回家”

国足40强赛

最后四轮有微调

篮网双杀快船

拿下六连胜

一碰到曼城

阿森纳就腿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

时间2月22日凌晨， 英超第25轮阿森

纳0:1不敌曼城。开场仅76秒斯特林就

头球破门，助球队各项赛事取得18连

胜， 同时曼城在英超联赛已连续8次

击败枪手。 本轮战罢，曼城继续排名

榜首，领先第二位的曼联10分，阿森

纳暂时排名第10位。

最近5场英超出战阿森纳的比

赛，斯特林总共制造6球，其中打进4

球，助攻2次。 最近3次与阿森纳的交

手，斯特林都有进球入账，包括本赛

季曼城和阿森纳首回合交锋时的进

球。

比赛仅仅开始1分钟， 斯特林就

攻破了枪手的球门。 马赫雷斯边路传

中，个头不高的斯特林在几名阿森纳

后卫之间高高跃起完成头球得分，这

个进球使得斯特林连续3次做客枪手

均取得进球。 历史上也只有2位曼城

球员曾做到这一点，他们分别是阿内

尔卡和伊恩·哈特。 斯特林在英超生

涯中15次面对阿森纳， 已经贡献8个

进球。

本赛季迄今的13个进球，也让斯

特林和京多安并列成为目前曼城队

内进球最多的球员， 他的8次助攻也

是仅次于德布劳内，位列队内第二。

自从瓜迪奥拉执教曼城以来，阿

森纳对阵曼城的比赛一直是胜少负

多，蓝月军团俨然成为枪手的一大苦

主。 本赛季两队各项赛事三次交手，

曼城完成三杀。 同时，阿森纳历史上

第二次在联赛面对同一对手连续输

了8次。 上一次，是他们四五十年前连

续8次联赛不敌利兹联。

据统计， 阿森纳最近4个联赛主

场对阵曼城的比赛， 都无法取得进

球，这也是一个尴尬的队史纪录。

摩纳哥教巴萨

如何打巴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

京时间2月22日清晨，法甲第26轮

上演重磅对决， 结果巴黎圣日耳

曼坐镇王子公园球场0:2不敌摩

纳哥。本轮过后，巴黎17胜3平6负

积54分暂列第三， 落后榜首的里

尔4分， 摩纳哥距离巴黎也仅有2

分差距。

上半时， 迪奥普头球破门为

客队取得梦幻开局。下半时，马里

潘推射破门扩大比分， 巴黎主客

场遭摩纳哥双杀。 本赛季联赛首

场交锋，摩纳哥在主场3:2击败对

手。

赛后， 摩纳哥主帅科瓦奇表

示，“我对球队今晚的表现感到高

兴， 我们很清楚巴黎圣日耳曼是

一支非常优秀的球队。 我们在整

个90分钟里都踢得非常积极，球

队的表现配得上这场胜利， 巴黎

并没有获得太多的破门机会。 ”

科瓦奇还说，“这是一场依靠

战术取胜的比赛， 我们必须想办

法限制姆巴佩的发挥， 因为他是

一位杰出的前锋， 我们设置了两

重到三重防线来限制他接球。 当

球出现在中场时， 队中三名中场

球员所做的工作很到位。 这是一

个神奇的夜晚， 我们本赛季两次

击败巴黎， 大家对此感到特别高

兴。 ”

在本赛季欧冠1/8决赛的首

回合比赛中， 巴黎圣日耳曼做客

诺坎普球场，最终以4:1的比分逆

转巴萨，为球队晋级占据先机。看

到摩纳哥对巴黎的赛季双杀，或

许巴萨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两场

比赛， 说不定能为次回合的比赛

带来一些有用的经验。

同城德比战

国米三球完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间2月22日凌晨结束的

意甲第23轮米兰德比， 国际米

兰客场3:0大胜AC米兰，向冠军

发起强有力的冲刺。积分榜上，

国米多赛2场领先尤文11分，领

先AC米兰也有4分之多。

此役破门的卢卡库， 成为

了71年来第一位在连续4场米

兰德比都取得进球的国米球

员。 此外，意甲射手榜，卢卡库

超越C罗1球，独占鳌头。

本场比赛，AC米兰提前投

降， 他们在75分钟左右就将伊

布换下。 国际米兰也是早早鸣

金收兵， 换下了梅开二度的进

球功臣劳塔罗， 替补席球员则

提前庆祝胜利。

这场米兰德比， 是自2011

年以来两队首次在排名前二

的情况下进行的比赛。 开场

后不久， 国际米兰就给了红

黑军团当头一棒： 卢卡库的

传中找到劳塔罗， 阿根廷人

头球攻破了多纳鲁马把守的

球门。 随后AC米兰展开反击，

但蓝黑军团的防守做得相当

不错， 伊布的连续两次头球

攻门都被汉达诺维奇封堵 。

下半场， 国际米兰充分展现

精准反击的精髓和力量， 先

是连续配合， 佩里西奇助攻

劳塔罗扩大比分， 随后便是

卢卡库个人的实力秀， 比利

时人完成破门杀死比赛。

本赛季， 国际米兰只剩下

意甲冠军可以争取， 他们上一

次拿到联赛冠军还是2010年的

穆里尼奥时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广州城

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荷兰教头范加斯特担任

广州城队新帅， 范加斯特此前是广州城上任

主帅范布隆克霍斯特团队中的一员。

范加斯特今年48岁，出生于荷兰布雷达，

球员时代司职中卫和后腰， 曾先后效力于威

廉二世、费耶诺德、特拉纳、科莫、格拉夫夏普

等球队。效力费耶诺德期间，他曾担任球队队

长，并随队获得荷甲冠军、荷兰超级杯冠军。

职业生涯共代表俱乐部总出场316次，攻入52

球并有19次助攻。此外，范加斯特还曾为荷兰

国家队出战5场，攻入2球。

退役后的范加斯特在荷兰费耶诺德U19

开始了自己的教练生涯，2011年起担任荷甲

费耶诺德队的助理教练， 八年间帮助球队获

得1次荷兰甲级联赛冠军，2次荷兰杯冠军，2

次荷兰超级杯冠军。2020年初，范加斯特随老

搭档范布隆克霍斯特加盟广州城足球俱乐

部，担任一线队助理教练一职。上赛季广州城

足球俱乐部在技战术体系的构建和精神面貌

的革新方面初显成效，范加斯特有一定功劳。

今年初范布隆克霍斯特离任， 范加斯特

回到荷兰， 此番来华他在完成严格的防疫隔

离程序后才得以重返球队。在接受采访时，他

表示自己十分高兴，“我以主教练身份回到这

个熟悉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感

觉就像是回家一样亲切，我感到很自豪。 ”

广州城俱乐部认为， 范加斯特熟悉球队

的技战术打法和球员的技术特点， 在战术理

念上贯彻荷兰足球“全攻全守”的传统，能快

速带领球队开展下一阶段的备战任务， 符合

球队需要。俱乐部期待在他的率领下，2021赛

季广州城队能逐步完成新老交替， 继续稳步

向前，为俱乐部和广州足球争取更好的成绩。

广州城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范加斯特担任广州城队新帅。 俱乐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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