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智利美洲杯足球赛 24 日举行了
抽签仪式，在巴西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相遇
的巴西和哥伦比亚队再度碰面，阿根廷与卫
冕冠军乌拉圭队也狭路相逢，而之前受邀的
中国男足则最终放弃参赛。

抽签仪式在智利沿海城市维尼亚德尔马
举行。总共有 12 支球队参赛，包括 10 支南美
球队和受邀参赛的墨西哥和牙买加队。 中国
队原本也受邀参赛， 而且中国足协在今年 3
月也曾表示愿意接受南美足联的邀请派国
足参赛。 然而，由于明年美洲杯与 2018 年俄
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冲突，国足最终放
弃了这次比赛机会。

美洲杯 12 支球队被分成三组， 每组 4
队，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
晋级八强。 东道主智利和“南美双雄”阿根
廷和巴西队被列为种子队，分别进入 A、B、C
组。 在 A 组中，智利队的最大竞争对手当属
墨西哥队， 此外还有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
队。 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遭遇上届冠军乌拉
圭队，B 组还包括上届出人意料夺得亚军的
巴拉圭队以及牙买加队。

巴西和哥伦比亚这对冤家再度聚首，此
外 C 组还有秘鲁和委内瑞拉队。

与此同时， 巴西队也把美洲杯视为洗刷
世界杯耻辱的机会， 巴西足协主席马林坦
言，世界杯让巴西足球跌入了地狱，但如果
能夺得美洲杯，那么巴西足球将获得重生。

第 44 届美洲杯将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
至 7 月 4 日在智利的 8 座城市进行。

据巴西媒体报道，“球王” 贝利 24 日再
度入院，这已经是他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第
二次入院。

74岁的贝利因为尿路感染被送入了位于
桑托斯市的爱因斯坦医院。 本月 13 日，他在
同一所医院接受了肾结石手术。

医院方面在 24 日深夜发表的一份声明
称，贝利目前的身体状况稳定。

贝利被认为是足球史上最成功的球星之
一，他曾四次参加世界杯，并率领巴西队三
夺冠军。 可他的身体在过去十年总出问题，
他曾因视网膜脱落而接受了紧急眼科手术，
还曾接受过臀部手术。

随着年龄的增长， 贝利的身体每况愈
下。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也不让他省心。 目
前，他的儿子埃迪尼奥因为涉嫌一起贩毒团
伙的洗钱案或将面临 33 年的监禁， 而贝利
还没有对此事发表看法。

多特蒙德队球星罗伊斯未来的去向成为
近期欧洲足坛的一个热门话题。 切尔西队主
教练穆里尼奥 24 日表示， 不会在下赛季将
这位德国国脚带到斯坦福桥。

“我们不需要罗伊斯。 对我们来说，转会
市场已经关闭了，罗伊斯属于多特蒙德。”穆
里尼奥说。

不过对于目前的罗伊斯来说， 日子可不
好过。 他在 22 日战平帕德伯恩队的联赛中
右脚踝韧带撕裂，将缺阵六周。 这是他在近
一年中第六次受伤。

多特蒙德队在前 12 轮联赛中输掉了 7
场，创造了球队历史上的最差开局。 目前多特
蒙德在 18 支德甲球队中的积分仅列第 16 位。

英超第 12 轮， 阿森纳主场不敌曼
联跌出积分榜前四。 对阿森纳不利的
是， 这场比赛还付出了两名球员受伤
的代价。 据英国媒体 《每日镜报》报
道， 威尔希尔将缺阵周中和多特蒙德
的欧冠小组赛。

阿森纳和曼联比赛的第 51 分钟，
枪手反击， 威尔希尔为了传出一个直
塞球不顾危险，被麦克纳尔铲倒，他被
蹩了脚导致左脚踝扭伤立刻倒地不
起。 从回放来看，在倒地的一瞬间，威

尔希尔就知道自己不行了， 举着手向
替补席示意自己难以坚持。 在队医治
疗后， 威尔希尔只坚持踢了几分钟就
无奈下场。

经过 X 光扫描检查后， 威尔希尔
被诊断为有轻微韧带损伤， 阿森纳主
教练温格表示他基本不可能参加和多
特蒙德的欧冠小组赛。 阿森纳门将斯
泽斯尼在与后卫吉布斯的撞击中倒地
不起，随即被马丁内斯换下。 温格透露
斯泽斯尼是臀部受伤， 虽然伤势不是

很严重，但也有可能缺席周中的比赛。
幸好阿森纳在目前 D 组中小组第

二优势比较明显， 排名第三的安德莱
赫特落后枪手 5 分， 因此尽管阿森纳
缺少两名主力对阵多特蒙德， 即便球
队输球，最后出线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另据报道， 阿森纳 9 月初欧冠报名时
没有把吉鲁列入大名单， 因此提前复
出的他仍将缺席接下来两场欧冠小组
赛比赛。

本赛季欧冠小组赛， 皇马踢
完 4 场就提前获得晋级资格，剩
余的两场皇马没有压力。 安切洛
蒂的球队势不可挡， 各项赛事豪
取 14 连胜。 值得一提的是，皇马
的连胜正是从欧冠小组赛 5 比 1
血洗巴塞尔开始。 如果再次战胜
巴塞尔， 皇马将取得 15 连胜，成

为队史并列最长连胜纪录。
1960-1961 赛季穆尼奥斯
的皇马，2011-2012 赛季穆
里尼奥的皇马， 都取得了 15
连胜。 皇马目前的 14 连胜，包
括西甲 9 连胜、欧冠 4 连胜和
1 场国王杯，只差两步，皇马即将
创造历史。

欧足联官方公布了 2014 年度最
佳阵容的候选名单，一共有 40 人进入
候选名单，其中门将位置 4 人，后卫、
中场和前锋位置各 12 人，拜仁成为最
大赢家共有 9 人入围。

拜仁在 2013-2014 赛季获得了德
甲联赛和德国杯的冠军， 德甲班霸此

次共有 9 人入围成为大赢家， 分别是
诺伊尔、拉姆、阿拉巴、贝纳蒂亚、罗
本、穆勒、阿隆索、博阿滕、莱万多夫斯
基。 皇马有 8 人入围紧随其后，分别是
拉莫斯、卡瓦哈尔、克罗斯、莫德里奇、
J 罗、贝尔、本泽马和 C 罗 。 巴萨则只
有梅西和内马尔、 拉基蒂奇 3 人进入

了候选名单。
虽然苏亚雷斯是上个赛季的欧洲

金靴奖得主， 但是乌拉圭前锋却无缘
入围欧足联最佳阵容的候选名单，这
是继无缘金球奖 23 人大名单后，苏亚
雷斯再次无缘本年度重大奖项的评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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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 3 时 45 分 皇马客场对阵巴塞尔

C罗皇马有望破纪录
北京时间 11 月 27 日凌晨 3 时 45 分，2014-

2015 赛季欧冠小组赛 B 组一场焦点战在雅克比
公园球场展开争夺，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客场挑
战瑞士劲旅巴塞尔。 小组赛 4 轮战罢，皇马 4 战
全胜 12 分排在榜首，提前两轮晋级，巴塞尔 2 胜
2 负 6 分排在第二位。 欧冠小组赛皇马客场挑战
巴塞尔，皇马有望迎来 15 连胜，追平队史最长连
胜纪录。欧冠 70 球的 C 罗，继续追赶劳尔和梅西
71 球纪录。

劳尔的欧冠正赛 71 球纪录， 即将
被梅西和 C 罗两大巨星同时超越。 梅
西已经打进 71 个欧冠进球追平劳尔，
C 罗也打进 70 球。 对阵巴塞尔，C 罗力
争梅开二度，在超越劳尔的同时，继续

和梅西展开角逐。 本赛季欧冠小组赛 4
场，C 罗只有 3 球入账， 这低于他在皇
马场均超过 1 球的效率。皇马已经没有
晋级压力，全队都会为 C 罗破纪录、追
赶梅西服务。

C罗欧冠进球超劳尔？

皇马冲击 15 连胜平队史纪录

“枪手”缺枪手 出线仍有戏

美洲杯抽签：

巴西又遇劲敌
国足放弃参赛

“球王”贝利
13天内两度入院

穆里尼奥
否认有意罗伊斯

苏神无缘欧足联年度最佳阵容

詹姆斯在 24 日进行的 NBA 常规赛中
状态回升， 带领克里夫兰骑士队主场以 106
比 74 大胜奥兰多魔术队，终止四连败。 安东
尼在上半场因伤离场，失去主将的纽约尼克
斯队客场以 86 比 91 不敌休斯敦火箭队。

在骑士队连败期间，詹姆斯的数据和效
率也在走低， 面对实力相对较弱的魔术队，
“詹皇”终于找回了感觉，仅用三节时间就

拿到全场最高的 29 分和 11 次
助攻，首节更是狂揽 16 分。

上半场还剩不到两分钟
时， 安东尼就因为背部痉挛离
开场地，此后未再返回，他为尼
克斯队得到 14 分。 球队工作人

员赛后表示，安东尼被送往休斯敦当地一家
诊所接受治疗。

依靠小哈达威的三分球， 尼克斯队在
还剩 8 分 50 秒时以 78 比 72 领先。 双方主
将在场与否的区别在关键时刻得到体现，
安东尼只能呆在更衣室内， 看着火箭队的
哈登用超强的个人能力逆转比分， 取得两
连胜。 哈登在最后五分钟内拿下全场 36 分
中的 12 分。 此刻“大胡子”也听到了主场
球迷送上的“MVP”欢呼声。

“詹皇”复苏 骑士止连败
“胡子”发威 火箭两连胜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腾讯体育、凤凰体育、网易体育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