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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13个月再度踏上国际赛场，中国女足今日客战韩国队

贾秀全：期待获得奥运入场券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今日15

时，东京奥运预选赛中韩女足附加赛首

回合将于韩国高阳体育场打响，中国女

足将客战韩国女足。 赛前，中国女足主

帅贾秀全表示， 希望通过出色的表现，

拿到奥运会入场券。

由于中韩附加赛因疫情而延期5

次，中国女足时隔13个月再度踏上国际

赛场。 昨日中国足协公布了20人名单，

前锋线上有王霜、王珊珊、唐佳丽等射

手，中场则有马君、姚伟、张馨等组成，

后卫则由队长吴海燕领衔，广东球员罗

桂平赫然在列。

此前入境韩国时，有传中国女足遭

遇“盘外招”，入关时间较长影响中国队

备战，对此贾秀全大度回应称，“我们理

解，疫情当前，人民生命最重要。我们没

有任何怨言，我也感谢韩国方面的认真

工作。 ”对于韩国女足这支对手，贾秀全

认为两队实力相当，“在我担任主教练

期间， 与韩国队有两次交手的机会，虽

然在梅州四国赛我们以1:0小胜，但是当

时韩国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韩国女足

在亚洲是一支强队，可以跟任何一支亚

洲球队抗衡。 ”贾秀全直言，自己球员时

代曾代表中国参加过奥运会，希望此番

带领中国女足通过出色的表现，拿到东

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韩国队方面， 韩国女足主帅科林·

贝尔表示， 我们的重点是稳固防守，中

国队可能会占据优势，但我们想创造历

史，这就是我们的动力。“近期，效力于

英超的池笑然、李金纹和赵昭贤三名球

员皆回到韩国队， 科林·贝尔说，“虽然

一年没见到她们， 但她们融入得很好，

我们会利用她们的经验。 ”

欧冠淘汰赛主场3:1力克利物浦

比分有点“玄” 皇马大胜非好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

间昨日清晨， 欧冠1/4决赛首回合皇马

主场3:1击败利物浦。 克罗斯策动两球，

莫德里奇连续3场欧冠助攻。 威尼修斯

梅开二度，阿森西奥皇马生涯首次连续

4场破门。萨拉赫帮助利物浦扳回一球。

利物浦上半时零射门，是2014年11

月后欧冠赛场头一次，上回也是对垒皇

马。 利物浦上次欧冠半场丢两球以上，

还是2005年决赛对垒AC米兰， 但是昨

天他们没有重演伊斯坦布尔奇迹。

皇马的“00后”小将威尼修斯还未

满21周岁，他是皇马队史欧冠淘汰赛中

进球的第二年轻者， 仅次于当初的劳

尔。这场比赛巴西小将首次在一线队正

赛中梅开二度，也是欧冠八强战中首位

取得进球的“00后”球员。

3:1的获胜让皇马的晋级看上去很

稳。 数据显示，欧冠淘汰赛首回合在主

场3：1获胜的球队，79%的都过关了。 但

这却是皇马这支球队最惧怕的首回合

比分， 历史上皇马有6次欧战淘汰赛主

场踢出这样的比分，结果有4次被淘汰。

面对奇迹球队利物浦，皇马依然不

能松懈。 2019年欧冠半决赛，利物浦就

曾上演翻盘的好戏， 首回合0:3不敌巴

萨，第二回合一个4:0就完成了翻盘，更

别说他们还有2005年决赛中6分钟内连

追3球的神奇之举。下周在安菲尔德，皇

马依然面临严峻考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

间昨日清晨， 欧冠1/4决赛首回合曼城

主场2:1绝杀多特蒙德。 此役德布劳内

进球后，罗伊斯帮助客队扳平，但福登

在第90分钟完成绝杀，瓜帅的球队各项

赛事6连胜，其中欧冠4连胜。

第19分钟， 马赫雷斯远点回传，德

布劳内小禁区前推射入网。 多特蒙德

直到第84分钟才将比分扳平，罗伊斯门

前单刀推射入网，这是他近20场比赛的

首粒入球，他也终结了曼城此前7场零

封和788分钟的欧冠不失球战绩。

但是曼城依旧在终场前的最后时

刻打进制胜球，此役表现活跃的福登成

为获胜功臣。 20岁又313天的福登成为

打入欧冠绝杀进球最年轻的英格兰球

员，也是欧冠1/4决赛进球第3年轻的英

格兰球员。

多特蒙德本有机会创造更好的结

局，但是被裁判吹掉了。第34分钟，埃德

森冲到禁区外解围踢空，贝林汉姆上抢

将皮球送进空门，但裁判认为贝林汉姆

犯规在先。 从慢镜头来看，英格兰天才

先碰到球，这次判罚极具争议。

库里砍下41分

勇士险胜雄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日， NBA 常规赛勇士队主场以

122:121 险胜雄鹿队后终结三连败。

雄鹿队头号球星字母哥膝盖酸痛

缺阵， 雄鹿队不敌勇士队后无缘

四连胜。

勇士队球员乌布雷罚球准绝

杀， 但本场比赛高光球员还是库

里， 他轰下 41 分率领勇士队在最

后一节翻盘雄鹿队。 整场比赛，

库里收获 41 分、 6 篮板和 4 助攻，

投篮 21 中 14， 三分球 10 中 5。 库

里在本场比赛命中了赛季第 200 个

三分球， 个人生涯 8 个赛季至少

命中 200 记三分球， 创造了 NBA

的新纪录。

赛后接受采访时， 库里谈到

自己第四节提前登场： “我不清

楚如果过去的这个赛季我第四节

都多打两分钟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结果， 战绩会有什么区别， 但我

觉得， 在今天， 这

（多打两分钟 ）

是非常有必要的。”

浓眉哥复出倒计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日， 据美媒报道， NBA湖人队

球星、 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很有

可能将会在当地时间4月15日湖人

队迎战凯尔特人队的比赛中重新回

归。

值得一提的是， 报道同时提到

在湖人接下来的5连客场比赛中，

詹姆斯和浓眉哥仍然不会出战。 浓

眉哥在2月15日湖人队对阵掘金队

的比赛中跟腱出现伤病， 此后他也

开始长时间伤停， 而随后湖人的战

绩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浓眉哥回归

之后势必可以帮助球队提升战绩，

本赛季他场均上场32.8分钟， 能够

砍下22.5分、 8.4个篮板和3次盖帽

的数据。

还有， 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湖人

队将签下后麦克勒摩。 麦克勒摩

2013年以首轮第七顺位被国王选中

进入NBA， 生涯先后效力国王、灰

熊、火箭等球队，本赛季曾经为火箭

出战32场，场均可以得到7.4分和2.1

个篮板， 三分球命中率为33.1%，而

上赛季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可以达到

40%。

多特蒙德进球被吹+第90分钟绝杀

曼城运气来了谁都挡不住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深

圳市足球俱乐部2021赛季誓师大会在

丽湖训练基地举行。 主帅小克鲁伊夫表

示，新赛季将用优异的成绩回报外界对

深足的支持，队长郜林则表示球队不满

足保级，新赛季要力争上游。

会上，深足获得了资金支持：深圳

市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3500万

元；龙岗区鼓励发展职业体育俱乐部专

项补贴2500万元。 深足俱乐部董事长麦

帆总结了佳兆业入主深足后前五年的

发展，并提出了新赛季的期望：“自2016

年佳兆业入主深足以来， 经历了5个赛

季，归纳为三个方面：看到进步，看到差

距，看到希望。 今年是第二个五年的开

局之年，我提出两个要求：第一，每场比

赛都要打出精神面貌， 这是原则问题，

要打出更多让深圳球迷骄傲的经典战

役；第二，不忘身上的责任，为之奋斗、

为之拼搏，为深圳赢得更高的荣誉。 ”

小克鲁伊夫直言，一直见证着深足

的成长，“俱乐部和球队的成长离不开

政府、佳兆业、赞助商和球迷等各方支

持，新赛季我们将全力以赴，用优异的

成绩，来回报你们的支持和帮助。 ”

郜林代表球员发言时说：“上赛季

我们完成了保级目标，但是我们并不满

足于此。 今年我们要力争上游，不负众

望，努力为深圳争取更多的荣誉，不畏

艰难，无所畏惧，为深圳赢！ ”

中超将于4月20日在广州、 苏州开

赛，深足为A组球队，进入广州赛区。

深足举行新赛季誓师大会

队长郜林：力争上游

独中两元的威尼修斯（左）与卡塞米罗

庆祝。

Osports

供图

队长郜林代表球员发言。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