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体育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娟

电话：89880090

走出欧冠和英超三连败的阴影
英超

英超第
34轮昨上演
强强对话，
“领 头 羊 ” 曼
城客场挑战
上届亚军热
刺，最终以3
比1获胜，走
出在欧冠和
英超三连败
的阴影。

曼城力挫热刺
欧冠无缘四强， 让曼城主帅
瓜迪奥拉“压力山大”，昨晨排出
斯特林、德布劳内、热苏斯和萨内
的进攻组合。 热刺主帅波切蒂诺
在主场同样排出强攻阵容，凯恩、
埃里克森、 阿里和拉梅拉领衔攻
击线，孙兴慜坐上替补席。
曼城在第22分钟打破僵局：
中卫孔帕尼送出长传， 热苏斯反
越位成功突入禁区单刀低射入
网。 曼城在第25分钟再下一城：斯
特林突入禁区左侧被出击的门将
洛里斯铲倒， 京多安操刀罚进点
球。 热刺在第42分钟扳回一球：凯
恩发动进攻， 埃里克森捅射被曼
城中卫拉波尔特封堵， 皮球反弹
在埃里克森身上又弹入空门。
在此前的三连败， 曼城有两
次领先结束上半场， 但在下半场
分别被曼联和利物浦逆转。 瓜迪
奥拉这次学聪明了， 有时也可以
“很穆里尼奥”。 他在第64分钟用
中卫奥塔门迪换下边锋萨内以加
强防守。 曼城顶住热刺的反扑浪

潮，并在第72分钟锁定胜局——
—热
苏斯在角球混战中的劲射被门将
洛里斯勉强扑出， 斯特林补射入
网。这是热刺自去年12月16日在客
场以1比4负于曼城之后在英超首
尝败绩。
瓜迪奥拉赛后表示：“上周发
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确实太不公
平了。如果明天就能夺得英超冠军
我会很高兴，我也会庆祝，但需要
曼联输给西布朗，不过我认为曼联
能赢。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要依靠
自己，下一轮要在主场击败斯旺西
赢得英超冠军，我很兴奋能和曼城
球迷们一起成为英超冠军。 ”
利物浦打进欧冠四强之后士
气正旺， 昨晨在英超再接再厉，主
场以3比0大胜伯恩茅斯，取得联赛
主场四连胜。开场仅7分钟，马内就
为利物浦取得领先。利物浦在第69
分钟扩大领先优势：阿诺德右路斜
传，萨拉赫头球吊射入网。 这是萨
拉赫本赛季第40个进球，并
在英超射手榜以30

球领跑；他
也是本赛
季迄今为止欧洲五大联赛的“射手
王”，梅西以29球紧随其后。第90分
钟，菲尔米诺为利物浦锦上添花。
卫冕冠军切尔西本轮上演让
二追三的好戏。凭借塔迪奇和贝德
纳雷克的进球，南安普顿在第60分
钟以2比0领先。切尔西在第61分钟
换上吉鲁和佩德罗，换下莫拉塔和
扎帕科斯塔。切尔西在第70分钟扳
回一球：阿隆索左路传中，吉鲁在
两人夹击下冲顶入网。 第75分钟，
威廉左路传中，阿扎尔在小禁区前
推射把比分追平。 第78分钟，阿扎
尔左路传中造成对手解围不
远，吉鲁左脚抽射攻入制
胜球。

西甲
欧冠无缘四强

巴萨险胜瓦伦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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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颓势
止跌反弹
NBA
NBA季后赛

勇士首战大胜马刺
NBA季后赛昨拉开帷
幕， 卫冕冠军勇士主场以
113比92大胜上 赛 季 西 部
决赛对手马刺，一扫在常规
赛收官阶段1胜3负的颓势。

勇士此前有些心不在焉， 在常规赛
最后一场竟以79比119输给爵士，仅以西
部第二进入季后赛， 常规赛战绩不仅排
在火箭之后， 还排在东部常规赛第一的
猛龙之后。 昨晨出战季后赛，勇士像是换
了一支球队，防守强度骤然提升。 面对老
东家马刺， 勇士主帅科尔的策略非常明
确：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防守端高速轮
转，不给对手任何轻松投篮的机会；一旦
防守成功， 利用多点进攻的优势打出快
攻，让对手防不胜防。
尽管两届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库里
因伤无法参加季后赛首轮， 勇士还是打
得顺风顺水，“三巨头”各有精彩演出。 上
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杜兰特拿下24
分，另有8个篮板和7次助攻。 汤普森得到
全场最高的27分，13投11中打出高效率，
包括三分球6投5中。 上赛季最佳防守球
员格林表现全面， 贡献12分、8个篮板和
11次助攻的准三双。

中锋麦基作为“奇兵”被
排进首发阵容，发挥出身高臂长、
运动能力出色的优势。“三巨头”都能吸
引马刺的防守， 麦基身边的防守压力相
对较小， 只要在篮下接球就果断高举高
打杀伤马刺队内线，第一节就连续打进4
球。 他不仅拿下15分，还成功限制马刺头
号球星阿尔德里奇，让其只得到14分。
勇士最让马刺头疼的进攻点还是杜
兰特。 马刺老帅波波维奇赛后调侃道：
“我安排丹尼?格林去防杜兰特，但是效
果很不理想， 我们在下一场比赛之前需
要让他再长高4到5英寸 （10至13厘米），
告诉他再跳得更高一些、 移动得再快一
些。 然后我们得告诉杜兰特‘别打那么好
了’，行了就这样吧。 ”
勇士大胜后， 汤普森仍提醒队友不
要轻敌：“我们没有以高调的姿态结束常
规赛，似乎是跌跌撞撞进入季后赛，但我
们很清楚自己的天赋。 我们不能骄傲更

欧冠夺
标大热门巴
塞罗那刚刚
被罗马挡在
四强大门之
外，这支西甲
豪门昨在西
甲 第 32 轮 主
场以2比1险
胜排名第三
的瓦伦西亚。
“领 头 羊 ” 巴
萨 积 分 达 82
分，少赛一轮
的马德里竞
技 以 68 分 排
名第二，瓦伦
西 亚 以 65 分
排名第三，少
赛一轮的卫
冕冠军皇家
马 德 里 以 64
分排名第四。

库蒂尼奥本赛季代表利物浦参加过
欧冠联赛，按欧足联规定本赛季不能再代
表巴萨出战。 这名巴西中场球星在冬季转
会期加盟巴萨，昨晨在西甲作为“生力军”
首发出场，与梅西、苏亚雷斯和伊涅斯塔
组成进攻线。
巴萨在第15分钟取得领先：库蒂尼奥
送出精准直传，苏亚雷斯心领神会，反插
到小禁区边缘单刀捅射得分。 巴萨在第51
分钟扩大比分：库蒂尼奥开出角球，中卫
乌姆蒂蒂在小禁区边缘头槌建功。 巴萨主
帅巴尔韦德在第79分钟用登贝莱换下库
蒂尼奥。 瓦伦西亚在第87分钟扳回一球：
登贝莱在禁区内对瓦伦西亚左后卫加亚
犯规，帕雷霍主罚点球命中。 巴萨随后还
有扩大比分的机会：梅西送出斜传，替补
出场的丹尼斯单刀赴会，但他的推射被门
将内托扑出。
巴萨取得跨赛季的西甲39场不败，创
下西甲历史的最高纪录。 巴尔韦德赛后表
示：“我们这周不会去考虑纪录，球队继续
赢球的事实更重要，这些球员创造纪录是
很正常的。 ”
巴萨上一场在客场以0比3惨败于罗
马后无缘欧冠四强，昨晨在西甲及时止跌
反弹，库蒂尼奥发挥关键作用。 库蒂尼奥
无论个人技术还是传球视野都极为出色，
可以分担梅西和苏亚雷斯的压力。 今晨他
出现在右边锋位置， 经常与梅西换位，加
盟新东家后自信心越来越足。 近3场比赛，
库蒂尼奥贡献4次助攻： 对阵瓦伦西亚助
攻两次，对阵莱加内斯和塞维利亚分别助
攻1次。
当地媒体在赛后评分中给库蒂尼奥
打出全队最高的8分， 并称赞道：“这名巴
西球员哪怕在右路踢球也感觉舒适，虽然
这是他不怎么喜欢的位置。 他积极参与比
赛，给苏亚雷斯的助攻非常精致。 下
半场他的表现更加出色，他尝试
射门， 还展现了一些让看
台上球迷欢呼的细节。 ”

不 能 自
满，这只
是一场比赛
而已， 我们知
道马刺下一 场 会
做出调整， 会打出更
强的竞争力。 ”
另一场比赛， 东部头名
猛 龙 主 场 有 惊 无 险 地 以 114 比
106击败东部第八的奇才。 猛龙大前锋伊
巴卡贡献23分和12个篮板， 两项数据都
是全场最高。 猛龙后场双枪德罗赞和洛
瑞状态一般，分别拿下17分和11分，全队
有6名球员得分达到两位数。 （金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