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恒大1比3
负10人全北

尽管林书豪已经开始进行恢复训
练，但是他的队友显然很难帮助他完成
本赛季再出场的愿望。昨天，纽约尼克
斯队客场94比104再败热队，总比分0比
2落后的同时，他们还追平了灰熊创造
的NBA季后赛12连败的耻辱纪录。更让
球迷不可思议的是，比赛结束后，因为
对输球不满，斯塔德迈尔挥拳砸向消防
栓，结果导致左手被玻璃划伤，“他很可
能将就此退出比赛”，尼克斯队员钱德
勒透露说。
因为对输球不满，热队主场球员通

道的消防栓成了尼克斯队员发泄的窗口。
根据NBA联盟记者沃杰纳沃斯基微博上的
描述，在前往休息室的路上，本场担任先发
的兰德里·菲尔兹用手砸了通道上的消防
栓。之后，斯塔德迈尔走到消防栓前又挥动
左手一砸，结果玻璃被砸碎。热队主场的球
童描述说：“我惊呆了，他的左手全是血。”

当记者们离开到新闻发布厅后才发
现，小斯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球场，
离开时，他的左手缠着厚厚的绷带。根据热
队球童透露的信息，小斯没有接受X光检
查，证明左手没有伤到骨头，不过两队的第
3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周五进行，如果划伤
的伤口太深，3天时间显然无法愈合，这样
看来，小斯将很可能无法参加下一场对热
队的比赛。

成都商报记者张龑整理

昨天，第十三届“水井坊杯”
中国大城市业余网球团体赛在洛
阳落下帷幕，在冠亚军决赛中，成
都工投代表队以3:4遗憾负于深
圳队，获得本届比赛的亚军。本
次比赛获得金组前三名的队伍分

别是：深圳、成都和北京。按照规则，
红组前两名青岛队和郑州队下届比
赛将升入金组，而贵州队和天津队
将从金组降级至红组。
本届比赛是大城市业余网球团

体赛第一次在河南省举行，也是首

次在非直辖市和非省会城市举行。
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1支代表
队，近400名运动员参赛，按照水平
参赛队分为金组和红组，实行升降
级。成都工投队今年与往年相比有
所下降，主教练谢相和表示：“本来
预计能进入四强就不错了，没想到
能打到最后的决赛，已超额完成了
任务。” 成都商报记者张龑

霍奇森挂帅！
三狮军团有主了！

昨晚，英足总通过官网正式对外界
宣布，任命西布朗主帅霍奇森为新一任
的英格兰队主教练，他将率三狮军团征
战今夏的欧洲杯和2014年巴西世界杯。
随后英足总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任命
64岁的霍奇森出任英格兰主教练一职，
双方签约四年。
北京时间周一晚上，霍奇森如约来到

位于温布利的英足总驻地，与英足总主席
伯恩斯坦以及董事会成员霍恩、布鲁金、贝
文顿等进行了会谈。四个小时后，霍奇森满
脸笑意地离开了温布利，而来自英足总内
部的声音则称：“本次会谈的结果非常不
错。”因此，舆论认定霍奇森入主英格兰队
已成定局，果然，在一天之后就正式宣布了
这一消息。 成都商报记者姜山

4

月份， 传出叶一茜在今年初生
下二胎，有人质疑这是违规超生。日前，叶
一茜通过腾讯微博发布了自己的近照并表
示：“看来我真的应该减减肥了。 田亮也转
发了妻子的微博称：“这算是一个好段子，

能调剂一下无聊的时光……” 董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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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日本柏太阳神队主场1比0击
败泰国武里南联队，这意味着只要在晚上进
行的主场与全北现代队的比赛中击败对手，
广州恒大队就将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昂首进入
亚冠联赛16强。然而，在广州天河体育场近6万
观众震动耳膜的呼喊声中，广州恒大队在多
一人的情况下，第90分钟、92分钟连丢两球，最
终1比3不敌全北现代队。输球后，同积7分的恒
大队依靠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压倒柏太阳
神队排名小组第2，最后一轮比赛必须要客场
击败武里南联队才能确保出线。

为尊严
全北首发为全本土球员
一拿到全北现代队的首发阵容，立刻感

觉到了一丝不解。全北队首发11人全部是韩
国本土球员，球队仰仗的核心外援埃尼奥没
有登场。恒大队则使用了与双方第一次交手
时完全一样的阵容，恒大队的开局非常美
妙，第9分钟张琳芃右路快速突破，全北队队
长赵星恒禁区内铲倒张琳芃，主裁判果断吹
罚了点球，孔卡点球命中。因为在昨天下午
先进行的比赛中柏太阳神队1比0击败了泰
国武里南联队，只要保持胜利，恒大队就将
提前一轮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出线，这样不
仅能在淘汰赛上争取到主场比赛的权利，还

能在抽签的对手选择上占到便宜。
然而，就是11名韩国球员在第43分钟

打出了漂亮配合，尽管恒大队门将杨君封
堵住了李东国的射门，但李升炫的射门扳
平了比分。下半场，一开场全北队主教练李
兴实才换上了埃尼奥。而埃尼奥并没有踢
完下半场，又被换下场。如此古怪的换人方
式李兴实在赛后的发布会上公开进行了解
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场关系到尊严
的比赛。上一场我们1比5输球，韩国球迷和
媒体给了我们很大压力，从尊严方面考虑，
我决定首发阵容全部使用国内球员。”

多一人
恒大却遭“黑色三分钟”
昨天的比赛，现场涌进了近6万球迷，

广州球迷从一开场就用震动耳膜的声音为
球队加油。第60分钟，李章洙用姜宁换下了
孔卡，姜宁出场后4分钟，在禁区前带球突
破造成了赵星恒犯规，两黄变一红的赵星
恒被罚下场。多一人的恒大队开始围攻全
北队，姜宁和郑智都曾经获得了绝佳的破
门机会，但始终没有改写比分。第90分钟，
恒大队在角球中全线压上，结果徐相民得
球后横传李东国，后者推射空门反超比分。
2分钟后，特鲁格禁区内突破被杨君绊倒，

李东国点球命中。
输掉昨天的比赛后，恒大队排名小组第

二，出线的主动权还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最
后一轮客场击败武里南联队，恒大队就将出
线，不过是否是小组第一需要看另外一场比
赛的结果。“我们还有最后一场比赛，取胜就
能出线，现在我们必须要集中精力打好最后
一场比赛”，李章洙评价说。

李章洙：输球的责任在我身上
“不管怎么说，输球的责任都在我身上。

我看到队员们的表情，我感觉无法面对他们，
我觉得很内疚”，李章洙比赛结束后说道。60分
钟换下孔卡后，孔卡表现得非常不满，下场后
他先是踢开了替补席的水瓶，之后在座位上又
狠狠将毛巾扔掉。对于这个换人，李章洙解释
说：“因为孔卡之前两天没有训练，我们原计划
就是让他踢60分钟。这是我们教练组的安排，
我可以提前告诉他一下，但是没有必要向他请
示。”就在上周五，孔卡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
已经曝光他与李章洙之间的矛盾，“因为语言
关系，我与主教练根本没有办法交流。”

又讯在昨天进行的另外一场亚冠联赛
小组赛中，天津泰达队客场1比5不敌中央海
岸水手队，提前出局。

成都商报记者张龑综合报道

昨晚的2012NBL首轮比赛，坐镇新主
场雅安的四川金强男篮106比88击败黑龙
江丰绅，取得联赛开门红。18分的大胜结
果，与金强男篮本赛季最大夺冠热门的身
份是相匹配的。本场比赛，能够容纳3000多
名观众的雅安市体育中心几乎座无虚席，
球场气氛非常火热。

在连续两个赛季折戟季后赛后，本赛
季金强男篮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调整，辽
宁名帅李光琦接替外教斯蒂宾出任球队主
教练，球员方面，本土球员进行了大换血，
除了留下马超和贺晓彬等寥寥几名核心球
员外，其余人员均重新引进，其中前辽宁队
大前锋陈晓东等内援均实力不俗。外援方
面，俱乐部花大价钱引进了曾效力于NBA
印第安纳步行者队的中锋贾瑞德·费莫斯，
目标直指总冠军。

昨晚这场比赛，是金强男篮本赛季首
场比赛，同时也是他们首次在新主场雅安
亮相。为了打好这场比赛，金强男篮上月27
日就前往雅安进行适应性训练。本赛季，实
力不俗的金强男篮已经被外界视作了本赛
季NBL总冠军的最大热门，而他们在昨晚
的表现，也配得上四川球迷的期望。最后一
节开始后不久，金强男篮就将比分差距扩
大到20分，比赛就此进入到了垃圾时间。此
役，外援贾瑞德砍下18分11个篮板，而马超
也有全场最高的19分入账。

赛后，黑龙江队主教练刘智伟表示，金
强本赛季实力非常强大，极有希望获得好
成绩。不过，对于对手的恭维，金强男篮上
下倒是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主帅李光琦认

为，目前金强的实力排在联赛前四，但和江
苏、河北等队差距不大，还需要一场一场去
拼。对于本场比赛球队的表现，他也不是很
满意，特别是大牌外援贾瑞德，“他的表现
没有达到我的要求，特别是防守上，很明显
可以看得出他在协防上有明显的缺陷，也
可能是他刚来球队不久，没有和队友进行
太多的磨合，接下来我们还要慢慢地考察
他，不排除换外援的可能。”

成都商报记者何鹏楠发自雅安

昨日凌晨05点03分，这时距离吸引了
全球212个国家6.5亿球迷收看的“曼市德
比”结束还不到十分钟，一位网名为“C罗
回归曼联”的红魔球迷根本来不及蜷缩在
角落中舔舐伤口，便心急火燎地赶到“纽
卡斯尔贴吧”，发表一篇题为“纽卡斯尔联
队，你们是我们最后的希望，给跪了”的帖
子，这也是第一位发帖“求阻击”的曼联球
迷。随后一天里，又有众多的曼联拥趸涌入
贴吧，跪求“喜鹊军团”在下轮联赛中帮忙
阻击曼城。这些曼联球迷非常清楚，与曼城
同分但落后8个净胜球的曼联目前已经彻
底丧失了争冠主动权，要想在最后两轮逆
转夺冠，必须指望有人拔刀相助。

昨日凌晨进行的英超第36轮“曼市德
比”被称为本赛季“英超决赛”，结果，做客
的曼联的表现极其令人失望，不但全场没

有一脚射门命中门框范围内，而且在被曼
城后卫孔帕尼破门后的49分钟内，他们甚
至连一次射门都没有获得！最终曼联以0比
1告负，时隔20天，曼城狂追8分，在与曼联
同分的情况下，以8个净胜球的优势重新升
至榜首。赛后，曼联主帅福格森仍表示，“联
赛还没完，还不能断定我们夺冠无望。”

根据英超赛制规定，联赛结束时如果
出现两队同分的情况，那么先比较总净胜
球决定排名，若还是相同再看总进球数、双
方胜负关系。所以，假如曼城最后两轮均以
1比0小胜的话，那么曼联至少需要以两场5
比0收官，才能在追平总净胜球的情况下以
总进球数压倒曼城夺冠。显然，这种奇迹发
生的概率非常之小。
目前，曼联只能祈祷在自己最后两轮

顺利取胜的同时，曼城能顶不住巨大的压

力，自己掉了链子。曼城最后两轮将在客场
面对纽卡斯尔、主场迎战女王公园巡游者。
纽卡斯尔目前排名第五，与第四名的热刺
同分，还有很强的动力去争夺第四张欧冠
门票，所以就算曼联球迷不去跪求，他们也
不会放水给曼城。而女王公园巡游者则以
34分排名倒数第四位，与降级区的倒数第
三名博尔顿同分，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形
势会迫使女王公园在收官战中与曼城死
磕。而曼联最后两轮的对手都已铁定保级，
属于提前进入“垃圾时间”的群体，因此，
若论比赛难度当然还是曼城更大。

又讯据德国《图片报》透露，多特蒙
德的日本红星香川真司已经接到曼联一份
为期3年、周薪10万英镑的报价，而多特蒙
德则将从中获得500万英镑的转会费。

成都商报记者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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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想出线
只有等下轮
最后一轮如战胜武里南联将铁定出线

最后时刻连丢两球遭遇黑色三分钟

“谣言”该成真了
□

张龑

新赛季新主场
金强男篮喜迎开门红

火爆球市难掩NBL尴尬
□

何鹏楠
本赛季金强男篮将主场迁到离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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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客场0比1不敌曼城，20天被狂追8分，曼城以8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英超

想夺冠
红魔只能“跪求阻击”

后两轮对手
曼城纽卡斯尔（客场） 女王公园巡游者（主场）

曼联斯旺西（主场） 桑德兰（客场）

名次积分净胜球进球 失球
曼城

1 83 61 88 27

曼联
2 83 53 86 33

（积分相同先比净胜球）

大城市业余网球团体赛昨日落幕
成都队遗憾获得亚军

“现在里皮没有来就是谣言，如果
今后他来了，就不是谣言”，这是恒大
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针对恒大聘请
里皮担任球队主教练的说法。 这句读
上去有些云遮雾绕的话， 在昨晚的失
利之后，变得更有深意。

“足球就是这样，平局的时候我们
把握住机会，结局就不一样了”，李章洙
的潜台词里并不认为自己的战术有什
么问题， 而在中国混迹多年的他更清
楚，态度决定一切的道理。失利之后，他
习惯性站出来承担责任，这个态度分一
直维系着他的帅位。“李章洙可以下课
了，我对他本人没有任何的意见，但是
现在的恒大队他已经带不动了，他自己
带得也累，恒大踢得也累，在中国，他已
经获得了很多的荣誉， 可以功成身退
了！学学瓜迪奥拉吧！”前国脚、现深圳
红钻队教练李毅在微博上说道。

李毅的说法代表了许多球迷的心

声，从孔卡被换下愤怒的举动，加上之前
后卫保隆比赛中被换下后怒砸休息室
……李章洙已经失去了对孔卡这几名外
援的控制，不光是这些恒大打亚冠最仰仗
的外援，就连国内球员李章洙驾御起来都
已经成了问题。一场比赛不换人，从成足
引进的彭欣力、 李建滨一分钟没有出场，

球队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改变的时刻。恒大
的阵容已经需要一名世界级的教练来驾
御，“许老板，买了匹好马，你总得配副好
鞍吧”， 前央视解说员黄健翔在微博上说
道，上周，广州媒体曝光，里皮最快将在本
月抵达广州上任， 而这在昨晚的失利后，

似乎变得更加顺应民意。

金强主帅不满外援费莫斯的表现

小斯手缠绷带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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