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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小组赛第四轮

【体坛快讯】
威少第20个“三双”

上港客场1球击败蔚山
连续3年小组提前出线

雷霆战胜国王

新华社华盛顿电 在昨天的美职篮常规

赛中，雷霆队主场106：101战胜国王队。雷霆
队的威斯布鲁克贡献17分10个篮板11次助
攻，本赛季第20次、职业生涯第99次得到“三
双”数据。
面对弱旅国王队，西部排名第四的雷霆
并没有在场面上占据太大优势，上半场仅以
46：40领先。第三节，凭借博格达诺维奇和杰
克逊的出色发挥，国王甚至带着79：78的优
势进入末节决战。第四节雷霆队如梦方醒，威
少带领球队连续得分，格兰特跳投命中帮助
雷霆队最多时领先10分。
雷霆队另外两“巨头”安东尼和保罗·乔
治各自砍下21分。布鲁尔也贡献了16分。
马刺队则在客场败给了势头正劲的火箭
队。三连败后，马刺队的排名已跌至西部第
10，进军季后赛的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昨晚，2018年亚冠联赛小组 迎战上海上港。凭借埃尔克森的
赛第四轮在韩国蔚山文殊体育场 进球，上海上港客场1比0取胜，
进行一场比赛，由蔚山现代主场 四战积10分已经提前出线。

一剑封喉

上港客场战胜蔚山
此前亚冠小组赛前三场，上 从多名韩国选手夹击下强行杀
港两胜一平积7分排名第一，蔚 出，右路带球一路杀到禁区，他轻
山一胜两平积5分排名第二。 松顶住朴柱昊后横传，中路跟进
比赛开始后双方踢得都比较 的埃尔克森轻松推射，1比0，上
积极主动，互有攻守。不过，都没 港领先。
能形成进球，上半场双方战成0 随后，上港还获得了不少机
比0。
会。第91分钟胡尔克右路下底再
中场休息时上港用艾哈迈多 传，武磊头球中柱。最终顶住蔚山
夫换下林创益，武磊换下吕文君。 进攻的上海上港客场1比0取胜，
第49分钟埃尔克森挑传，胡尔克 四战积10分已经提前出线。
队的同时，让胡尔克失去了更
多的进球机会，世界杯年很多
胡尔克目标进决赛
时候国家队主教练都需要看到
比赛结束之后，胡尔克获 难，目前感觉怎么样？对此，胡尔 漂亮的数据，帮助球队、参与防
评本场最佳球员。胡尔克对于 克给出了他的答案：“ 我觉得目 守、传球，与进球的数据，胡尔
这场比赛，诚实地表示：“ 我们 前还不错，也是上帝保佑，我们 克如何看待呢？面对这个问题，
克服体能问题，去全力比赛，下 目前的比赛比较多，身体感觉累 胡尔克说：“ 首先，我要在上海
半场我们打进了一球，取得了 是比较正常的，但是，还好我们 效力，要为上港去效力，我要做
这场的胜利，现在比较好，我们 大家一起努力，我们还有优秀的 到主教练的要求，帮助好队友，
开始专注于下一场中超联赛的 医疗团队，队友们没有受伤，今 不去想自己的数据，球队赢球，
比赛。”
年我们的目标就是坚持到最后， 大家都开心，我才会开心，就像
我的目标一样，就是在这里做
连续征战，对于胡尔克自己 坚持到决赛。”
来说，体能是否已经遇到了困
作为队长，更多地帮助球 到最好。”

全场最佳

埃神感谢胡尔克

强势晋级

连续3年提前突围

此前由于恒大的战绩过于出色，其他球队的
风采就显得暗淡了不少。然而，随着上港近几年
的崛起，这一局面已经发生了变化。自从2016年
首次登上亚冠舞台之后，上港同样取得了傲人的
战绩。
2016年，上海上港初入亚冠赛场便有非常出
色的表现，他们虽在小组赛首轮输球，但是随即在
小组赛凭借一波四连胜实现了提前一轮出线的壮
举。而到了1/8决赛，上海上港淘汰了日本球队东
京FC杀入了8强。不过在1/4决赛中，上海上港遗
憾的输给了韩国传统豪门球队全北现代，从而在
自己的首个亚冠赛季遗憾地止步于亚冠8强。
到了2017赛季，随着博阿斯、奥斯卡、艾哈迈
hoto片花
多夫等强援的到来，上海上港再启征途。在2017
亚冠小组赛阶段，博阿斯麾下的这支上海上港非
常强势，他们凭借4胜1负的战绩又是提前一轮拿
新华社华盛顿电 从1998 个巅峰——
—妹妹以怀孕之躯在 到了小组出线权。尽管在半决赛中负于日本浦和
年澳网第二轮职业生涯首度隔 去年澳网拿下个人职业生涯第 红钻，但作为亚冠联赛的二年级生，能取得如此
网而立，到昨天印第安韦尔斯 23个大满贯单打冠军头衔，37 成绩已经实属不易。
赛一触即发的第29次交手，大 岁的姐姐则焕发第二春，接连闯
连续两年进入亚冠正赛，连续两年提前从小
小威廉姆斯姐妹在20年的“内 入澳网和温网决赛以及美网四 组赛出线且又连续两年杀入8强，上海上港表现
战”中延续了传奇。
强，世界排名再度回到前五。
之强，由此可见一斑。今年，第三次参加亚冠联赛
在过往的28次对战中，妹
昨天即将进行的这场印第 的上港更加成熟老练。连续三年提前小组出线，
妹占据了优势，共赢得其中17 安韦尔斯赛第三轮比赛，是姐 可谓“前无古人”，开创了中超球队的先河。
场胜利，姐姐获得11场胜利。而 妹俩之间非常罕见的如此之早
在过去9场对决中，小威也卷走 会师的对决，此前绝大部分对
了8场胜利，其中包括去年的澳 决都发生在决赛和半决赛，这
网决赛。20年光阴似箭，姐妹俩 也让小威心里不是滋味。
的传奇似乎没有终结的迹象， 最终，大威廉姆斯以6：3和
她们打败了一茬又一茬的竞争 6：4淘汰生女之后重返赛场的
威氏姐妹隔网对峙 对手，而在上赛季又达到另一 妹妹小威廉姆斯。

P

大威VS小威第29回

姐妹“内战”仍延续

卡佩拉隔扣加索尔

卡里克赛季后退役
将担任曼联队教练

新华社伦敦电 曼联球星卡里克昨天宣
布，他将在本赛季结束后退役。
今年36岁的卡里克2006年从热刺以
1800万英镑的身价转会曼联，12个赛季中，
共为曼联踢了463场比赛，攻入24个球。
他说：“总有那么一个节点上，你的身体
告诉你到了停下来的时候了，我现在就到了
这个节点。”
他还透露，他将在退役之后，接受俱乐部
的邀请，担任一线队的教练。
因为心律不齐，卡里克本赛季只参加了
四场比赛。主帅穆里尼奥1月份就透露，欢迎
卡里克退役后担任教练工作。
卡里克是当年西汉姆黄金一代球员中仍
然坚持在赛场上的球星之一，兰帕德、费迪南
德和乔·科尔等都已经退役。

大卫·席尔瓦梅开二度

扬州中旅独家自组，扬州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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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报名 ：汶河北路 18 号 （文昌阁北路西 、万家福商城斜对面 ）
电话 ：87316707
扬子江中路 683 号 （新华中学斜对面 ，市中院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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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名 ：www.yzcts.com 在线咨询 QQ：294467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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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
秋冬从南到北都有数不尽的风情，再加上诱人的
特别说明 扬州起止 ， 特选东方航空正班机 日式料理，独特味道的和风物语，让人心灵升华的
直飞 ；每人两件23公斤的行李额 ，安全舒适 ！
神社寺庙、琳琅满目的商品，古典与时尚、历史与
特别亮点 特别安排世界文化遗产 、 童话小 现代在这个国度交汇共生却不突兀。你可以领略
村庄—
—— 白川乡合掌村 。
东京的都市繁华，饱览富士山的宁静壮阔，品味京
行程安排 圆山公园 、 富士山五合目 、 忍野八 都的古韵风情，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织融合。樱
海 、浅草寺 、大阪城公园 、皇居广场二重桥等 。
花、温泉、雪山、神社、海岛、宅文化……
自由购物 无自费 ， 无任何强制购物 ； 大阪心
斋桥 、东京银座等SHOPPING名所自由游购 。
住宿安排 当地三-四钻酒店 ， 一晚升级温泉
酒店 。

日本季节分明，四季不同之景，在这里体现
得尤为明显。春日里上野公园中飞舞的樱花吹雪，
镰仓海边泛着柠檬气息的灿烂盛夏，与恋人携手
散步在京都枫红的金秋，披上一身绚烂的和服踩
在冬日落雪的木桥上，泡在热气腾腾的温泉里。春
观夜樱、夏看碧海、秋见红叶、冬踏落雪。不论春夏

曼城离冠军更近了

Focus 焦点

本报讯 英超第30轮的压
轴之战昨晨在不列颠尼亚球场
展开角逐，凭借大卫·席尔瓦的
梅开二度，曼城作客以2比0完
胜斯托克城，取得四连胜后积
81分，继续以16分的优势领先
排名第二的曼联，离英超冠军
又近了一步。
由于斯托克城排名跌至倒
数第二，早已为保级而战，因此
寸土必争，拼得很凶，近三战皆 的中场连串配合，最终制造出
平保持不败，击败他们并不容 右路空当，斯特林接球后横传
易。曼城本赛季曾在主场以7比 中路，大卫·席尔瓦在对方两人
2大胜斯托克城，近17次交锋仅 夹防中推射破门。此后，曼城占
负2场，其余15场取得11胜4平； 据接近八成的控球率，但斯托
但近10次作客斯托克城也仅两 克城仍在劣势下制造出有威胁
次取胜。曼城此番作客不敢有 的反击。第21分钟，沙奇里在右
丝毫大意，5天前不惜轮换9人 路底线过掉津琴科后将球传到
以备战此役，甚至为此付出在 禁区弧，恩迪亚耶外围远射仅
欧冠客场输给巴塞尔的代价。 偏出远门一点。此后，曼城后卫
此役，曼城的头号射手阿圭罗 奥塔门迪解围险些吊入自家大
伤缺，但中场双核心德布劳内 门，所幸曼城门将埃德森及时
和席尔瓦重回首发，上一场比 将球托出。
上半场，曼城制造的威胁
赛的首发阵容仅剩热苏斯、萨
明显比斯托克城更大，其中包
内和津琴科。
第10分钟，曼城通过多人 括费尔南迪尼奥的劲射，皮球

席尔瓦破门

被对方门将巴特兰德神勇扑
出，德布劳内和萨内的劲射又
偏出远角。
易边再战，曼城第50分钟
扩大领先优势：大卫·席尔瓦与
热苏斯凌空垫传打出漂亮的二
过三，由前者在小禁区前凌空
—2比0。此后，曼城
弹射入网——
一直以攻为守压对方，虽然有
多人错失破门良机，最终未能
再进球，却仍将两球的领先优
势保持到终场。
距离英超赛季结束还有8
轮比赛，曼城只要再获9分也
就是三场胜利，就可以锁定冠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