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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战胜克罗托内，止住各项赛事三场不胜

C罗及时苏醒 尤文争冠还有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

时间昨日清晨， 意甲第23轮文图斯

主场3:0大胜克罗托内。 上半场C罗

通过头球梅开二度， 奠定了比赛的

走势， 尤文图斯得以结束各项赛事

三场不胜。

C罗在进入到2021年后状态出

色， 但是在此前的三场比赛却陷入

球荒。 意大利杯半决赛次回合对战

国米， 意甲客场对战那不勒斯以及

欧冠客场对战波尔图的比赛，C罗踢

满了270分钟，但是都没有进球。

本轮对战弱旅克罗托内，C罗首

发出场，克罗托内也成为了C罗在五

大联赛中攻陷的第78支球队。 而在

2000年后， 仅有伊布在五大联赛中

攻陷的球队数比C罗多，伊布已经攻

破了79支球队的大门。

比赛第39分钟，C罗接到桑德罗

精准的45度传中在小禁区内右侧头

球攻门得手， 这个进球也为尤文打

开了胜利之门。

而在进球后的6分钟，C罗在禁

区前偏左侧远射，皮球被门将扑出，

但是皮球没有出底线， 而拉姆塞则

在底线附近传中，C罗此时已经高速

跑动到禁区内， 他高高跃起头球攻

门， 一次漂亮的灌篮头球射门将皮

球打入。这次射门彰显了C罗惊人的

滞空力， 葡萄牙人在空中完成了相

当长一段距离的滑行。

随着第66分钟麦肯尼的破门，

尤文最终3:0轻取对手。 关键时刻球

队在主场成功拿下宝贵的3分，尤文

就此反超罗马、亚特兰大和拉齐奥，

重新回到联赛第3位。 下一场比赛如

果还能获胜，尤文将会只落后国米5

分，还有希望追上对手。

好久没“戴帽”，C罗很懊恼

C罗对阵克罗托内的梅开二度，将

进球纪录改写为765球， 同时也创造了

另一项进球纪录。 C罗本赛季代表尤文

正式比赛进球数达到25粒

（意甲

18

球；

欧冠

4

球；意大利杯

2

球；意大利超级杯

1

球）

， 成为历史上首位连续14个赛季代

表欧洲5大联赛球队正式比赛25+球的

球员， 上次赛季进球未达25粒还是在

2006/2007赛季

（曼联

23

球）

。

算是本场这两个进球，C罗本赛季

的意甲进球18个，反超卢卡库，重新在

意甲射手榜登顶。 同时，本赛季征战意

甲的所有球队除尤文本身之外， 全部

都已经被C罗的进球打击过。

C罗本场距离帽子戏法咫尺之遥，

起码错过了两次必进球的黄金机会。在

打破场上僵局之前，他就曾有过一次面

对空门仅1米却没有控制好脚法将球推

出底线的尴尬。 此外，上半场他在面对

半空门机会的一次铲射，却滑门而出一

脚打到了广告牌，错过帽子戏法的C罗

跪在地上双手锤地，起身后还是一副生

无可恋的样子。

C罗拥有最多的各项赛事进球帽

子戏法纪录，但是他上一次“戴帽”还是

一年多以前了，此后他代表尤文14次梅

开二度，包括本赛季9次梅开二度，此外

还在欧国联葡萄牙对瑞典梅开二度，但

就是没法拼到1个帽子戏法。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德约科维奇分百万美元奖金给低排名选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上周日，

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第9次捧得澳

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奖杯。 赛

后，德约兑现了澳网赛前的承诺，夺冠

后将其中100万美金的奖金分给低排名

选手。

“虽然我们已经大幅减少了冠军奖

金，但德约科维奇和小威还是同意更为

公平地分配奖金，为低排名球员提供更

多的福利。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

提议， 毕竟过去的一年对网坛来说，太

艰难了。”在澳网开赛前，澳网组委会主

席克雷格-蒂利曾透露，德约科维奇等

顶级球员在改变奖金分配方式上作出

的贡献。德约科维奇让出的100万美元，

被分配给了在本届澳网预选赛以及较

早轮次被淘汰的低排名球员。 今年澳

网，资格赛第一轮出局的选手，亦能得

到19322美元的奖金， 比去年多了近

4000美元。正赛首轮出局的奖金则达到

76800美元，比去年增加约11%。 次轮出

局的奖金有115200美元，比去年增加约

17%。 第三轮奖金165200美元， 增加约

19%。 直至八强之前，今年的澳网奖金比去

年都有提升———八强奖金与去年持平。

作为世界网坛第一的德约科维奇

自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倡议保护弱势选

手的利益。此外，他还热衷慈善，去年曾

捐助百万欧元帮助自己的祖国塞尔维

亚抗疫。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在

昨日举行的NBA常规赛中， 湖人队

主场在加时赛中124:127不敌奇才队

后遭遇三连败。 本场比赛湖人队球

星詹姆斯贡献31分、9篮板和13助

攻，湖人最多领先奇才17分，却在末

节被对手拖入加时并落败。

本场比赛又成为了詹姆斯的

“里程悲”， 他连续32场比赛至少收

获15+5+5的数据，再次刷新自己的

纪录； 他的常规赛出场数达到1297

场，超越马克-杰克逊，单独排在历

史第23位。

奇才队方面， 比尔拿下33分、7

篮板和6助攻， 威斯布鲁克拿下32

分、14篮板和9助攻。 威少和比尔的

搭档已经渐入佳境， 而奇才队也在

击败湖人后迎来一波5连胜。 本场比

赛威少三分球1投0中，而据统计，自

从2016~2017赛季以来，当威斯布鲁

克三分出手数不多于3次时，他所在

的球队80胜27负， 胜率高达74.8%。

而当他出手超过3次三分时， 球队

100胜105负，战绩仅为48.8%。

不过赛后威斯布鲁克将球队的

胜利归功于防守的提升：“因为我们

都知道，如果不防守的话，我们就赢

不了球，就这么简单。要想扭转本赛

季的局面，我们就得防守。 进攻端我

们可以打出不错表现， 但同时我们

也得做好防守，抢好篮板，我感觉我

们在过去两周时间里做得不错，虽

然之前我们因为这方面表现不佳而

输球， 但我很喜欢我们最近在防守

端的表现。 ”

17分大逆转

奇才爆冷胜湖人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邹 甜 ）

WTA阿德莱德500赛昨日打响，在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首轮出局后，

中国金花王蔷首轮以2-0击败持外

卡出战的盖德基。

本赛季王蔷邀请前温网冠军帕

特·卡什担任自己的教练，近期的四

站比赛中， 王蔷的状态并未恢复至

最佳， 仅在菲利普岛赛中赢得过一

场。 WTA阿德莱德500赛首轮，王蔷

的对手是世界排名642位的18岁小

将盖德基， 王蔷以6比4、6比3取胜，

整场比赛她仅打出8个制胜分，对手

出现24个非受迫性失误。 轻松取胜

后， 王蔷接受采访时直言，“非常开

心可以再一次回到阿德莱德， 今天

比赛感觉风比较大。 首场比赛都不

会太简单， 所以我也尽量在场上找

到自己的比赛感觉。 ”虽然王蔷取得

比赛胜利，但赛后其教练认为，王蔷

尚未恢复到最佳状态。“我们还在进

行一些技战术的调整， 说实话还没

有完全达到最好的状态。 可能还需

要一些时间， 我们会尽快把状态调

整到最好。 ”

WTA阿德莱德500赛

王蔷首轮轻松获胜

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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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灌篮式”头球。

Osports

供图

意甲积分榜（前四）

小德慷慨分出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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