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分

76

74

74

70（少赛1轮）

西甲（剩

4

轮）

排名

1

2

3

4�

球队

马德里竞技

皇家马德里

巴塞罗那

塞维利亚

法甲（剩

3

轮）

排名

1

2

3

4

球队

里尔

巴黎圣日耳曼

摩纳哥

里昂

积分

76

75

71

70（少赛1轮）

德甲（剩

7

轮）

排名

1

2

3

4

球队

拜仁慕尼黑

莱比锡

沃尔夫斯堡

法兰克福

积分

71

64

57

56

英超（剩

4

轮）

排名

1

2

球队

曼城

曼联

积分

80

67（少赛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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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取两连胜 广州城登顶了

主帅范加斯特赛后表示，赛季前球队被低估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晚中

超联赛第3轮， 广州城与青岛队在天河

体育中心上演对决，国脚唐淼右路送出

妙传，替补登场的蒂亚戈破门，最终以

1:0小胜青岛队。 前3轮取得2胜1平的广

州城暂时与山东泰山并列排在榜首。

本场比赛原本在花都体育场举行，

由于前一天广州遭遇大雨，花都体育场

无法满足比赛要求，比赛改在天河体育

场举行。 赛前，青岛队主帅吴金贵突然

身体不适送院，无法亲身前往天体指挥

比赛。 此前，吴金贵执教的青岛队保持

不败，被认为是广州赛区的“黑马”。

此役，广州城队基本沿用上一轮首

发阵容，仅对中场进地微调，斯文森顶

替陈俊乐首发。 上半场，青岛队继续摆

出“铁桶阵”，场面也打得相当沉闷，无

论陈志钊的远射或是叶楚贵的头球都

未能打破僵局，双方上半场战成0:0。 易

边再战，第51分钟，青岛在反击中亦有

不错机会，波波维奇弧线球兜射，广州

城门将韩佳奇脱手后迅速抱住化解危

机。 经历了70分钟疲于奔命的防守，青

岛队体能出现一定下降，此时广州城用

蒂亚戈换下陈志钊，9分钟后，唐淼右路

下底传中， 蒂亚戈门前完成临门一脚，

打进本场比赛唯一进球。 凭借这粒进

球，广州城1:0小胜青岛队，将3分收入

囊中，青岛队亦遭遇赛季首败。

中资球队首夺五大联赛冠军

这是国际米兰 11 年来再夺意甲冠军，也是苏宁入主后捧得的首座联赛冠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

间5月2日深夜， 意甲亚特兰大在客场

与萨索洛战平， 积分与尤文图斯、AC

米兰持平，都落后国际米兰13分。由于

意甲只剩4轮， 这3支球队最多还能拿

到12分，国际米兰得以提前4轮宣布夺

得本赛季意甲冠军。

2010年， 穆里尼奥率领的国际米

兰夺得意甲、 意大利杯冠军和欧冠冠

军， 这是国际米兰11年来再一次意甲

夺冠， 也是在苏宁国际入主之后捧得

的第一座联赛冠军。 此前尤文图斯豪

取意甲9连冠，国米这次终结了尤文的

霸业。 2016年，国际米兰俱乐部易主，

苏宁入局， 张近东之子张康阳担任俱

乐部主席。 本赛季转会期，阿什拉夫、

科拉罗夫、 比达尔等人加盟极大增加

了球队阵容厚度， 也使国米得以在长

线作战的联赛中， 最终战胜了意甲霸

主尤文图斯， 也令国米的19座意甲奖

杯数超越了同城对手AC米兰的18个。

国米成为尤文之后， 意甲历史上夺冠

次数第二多的球队。

对于夺冠功臣、球队主教练孔蒂，

此次的意甲冠军是其个人职业生涯第

5座联赛奖杯。孔蒂也是历史上继特拉

帕托尼之后第二位相继率领尤文和国

米拿下意甲冠军的教练。 而29岁的张

康阳成为国米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领

导者，他以两年七个月的时长，成为上

任后最快夺得意甲冠军的国米主席。

提前夺冠后， 张康阳在社交平台

祝贺球队：“在全球疫情依然肆虐的困

难时刻，我们永不放弃！这抹蓝黑带给

我们希望和光。11年了！我们可以骄傲

地喊出，我们是冠军！ ”

曼联与利物浦的“双红会”因球迷抗议改期

曼城提前夺冠泡汤了

信息时报讯（记者 白云 ）

在英超

冠军的争夺中， 曼城原本也有机会像

国际米兰一样提前4轮夺冠，只要排名

第二的曼联在与利物浦的“双红会”中

未能全取3分，可惜曼联球迷打乱了曼

城的如意算盘。 因为赛前有大量球迷

冲进老特拉福德球场抗议， 原计划于

北京时间5月2日23点30分进行的“双

红会”被迫改期。 有媒体分析认为，英

足总有权取消这场比赛并直接判定曼

联负、利物浦胜。 即使如此，曼城提前

夺冠的日子还是要往后推了。

当天赛前约200名球迷冲入球场，

并与警方和俱乐部职员发生冲突。 当

地媒体报道有超过一万名球迷在球场

外聚集，对格雷泽家族进行抗议。他们

对于曼联目前的经营者存在极大的不

满， 而此前俱乐部加入欧超联赛计划

则是导致这次抗议的直接原因。

英国媒体指出， 英超联盟将会对

此次骚乱进行调查，那200个球迷是如

何冲入球场的，这将成为调查的重点。

曼联俱乐部的安保措施被放在显微镜

下， 有人认为曼联对球场的保护太不

给力， 球迷轻松地就能够突破封锁并

进入球场。根据英足总规定，曼联或被

认为是导致比赛无法正常进行的责任

俱乐部，那样的话，利物浦就会直接拿

到3分。 在英足总8.3.4的文件中，明确

规定：“如果某一场比赛因为一家俱乐

部的球员或球迷而无法按期进行，英

足总有权决定比赛不再重赛， 并给无

过错的俱乐部奖励1-3分。 ”一旦曼联

被判负，他们在34轮后积分为67分，而

曼城积分已达到80分。在联赛还剩4轮

的情况下，曼城领先曼联多达13分，可

提前夺冠。

不过， 因为英超联盟相关规定与

英足总规定在这种事件上有着不同的

判定。英超联盟明确指出，警方或者法

务机构有权决定一场比赛是否延期，

而在两家俱乐部公告中都提到警方介

入。此外，利物浦和曼联都同意了比赛

延期的决定， 英超是否会真的处罚曼

联还有待观察。

德甲拜仁称雄无悬念

西甲法甲

或缠斗至最后一轮

“目前我们获得7分， 每一

分都是通过自己努力赢回来

的，我们也配得上这7分。”广州

城主帅范加斯特赛后谈及球队

登顶时表示， 广州城是赛季前

被低估的球队， 同时他表示未

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要改

变外界对球队的看法。

联赛前3轮，广州城除首轮

在广州德比中与广州队战成平

局， 随后在面对重庆两江竞技

和青岛队身上均全取3分，这也

为首次以主教练身份执教球队

的范加斯特赢得不少掌声。 事

实上，在联赛开始之前，广州城

并不被看好， 尤其是上赛季效

力的外援，除登贝莱外，其余外

援悉数离队，“上赛季我是球队

助教，我熟悉球队的情况，在投

入方面我们有所减少， 所以这

个赛季重新回来的时候我们面

临很多困难， 很多人认为我们

球员的实力不强， 但我相信我

的队员， 相信我们用努力可以

换来好的结果。 ”

在本场比赛中， 唐淼和蒂

亚戈第79分钟的完美配合，成

为取胜关键。 据范帅

介绍， 唐淼此前在国

足遭遇伤病， 目前仍

是一边康复一边作

赛，“从国足回来之

后， 唐淼缺席了一部

分赛季前的训练，目

前他还未百分百恢

复，他对球队付出很多，我对他

的表现非常满意。 ” 对于蒂亚

戈，从港超富力队到中超，他成

为球队的“奇兵”，范帅认为蒂

亚戈作为高中锋， 是区别于其

他锋线球员的存在， 让球队的

锋线类型更丰富，“当时换上

他， 就是觉得锋线需要不同类

型的人上来， 看看能不能打破

僵局，我对他很满意，当然我对

叶楚贵也很满意， 球队的良性

竞争使得无论个人还是整体都

有提高。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范加斯特：要改变外界对球队的看法

广州城的叶楚贵 （左 ）

与青岛队队员贴身争抢。

信息时报记者 胡瀛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