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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4日凌晨，卫冕冠军皇马同样将开
启欧冠小组赛征程，连续两年获得欧冠冠军
后，皇马的目标自然是史无前例的三连冠。

“我认为皇马现在正处于巅峰，无论
是经验，还是最近的成功经历都证明了这
一点。巴黎有一个顶级阵容，但皇马仍然
是欧冠冠军的热门。”足坛名宿巴拉克这
样评价。

不过，皇马近期遇到了一些麻烦。西
甲联赛三轮结束，皇马 3 战仅取得一胜，积
分排名联赛第六。

西班牙《马卡报》指出，目前皇马的阵
容让主帅齐达内倍感头疼，在 C 罗不在场
的情况下，本泽马、贝尔的表现十分低迷。
另据《阿斯报》消息，本泽马在上周末比赛
因伤离场后，被诊断为右腿半膜肌受伤，伤
情进展有待进一步观察，很可能缺席 4周到
6周。

当然，皇马本轮欧冠面对的对手实力
较弱。另一个好消息是，C罗已经确定会在
14 日的比赛中复出，他的回归将很大程度
提升球队的士气。

北京时间 14 日凌晨 2 时 45 分，本赛季
欧冠小组赛一场焦点战，曼城客场对阵荷甲
领头羊费耶诺德队。刚刚大比分痛击利物
浦，迎来赞誉的瓜迪奥拉，再度迎来大考。

夏季耗费巨资建队后，曼城新赛季英超
开局不错，4轮拿到 10分，且上轮 5比 0击败
利物浦，让瓜迪奥拉最近很是春风得意。不
过欧冠鸣锣，曼城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毕竟本组的顿涅茨克矿工、那不勒斯等队都
有可能带来麻烦，费耶诺德队也有来头——
人们往往只会注意荷甲近年来的低迷，只会
去强调费耶诺德队是一支 2002-2003 赛季
至今 16年没有打过欧冠正赛的球队。但不
要忽视，费耶诺德上赛季在欧联杯小组赛
里，曾经在鹿特丹 1 比 0 击败过穆里尼奥统
率的曼联。想要客场击败这个对手，瓜迪奥
拉的任务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般轻松。

魔鬼赛程如何轮换：从上周末开始，曼
城陷入一个 21 天 7 赛的魔鬼赛程，这 7 战
里，还有客战顿涅茨克矿工、客战切尔西等

艰苦的比赛，相比之下，本战对阵费耶诺德
的比赛，从对手档次上看，属于这个魔鬼赛
程周期里难度相对较小的一战。因此，进行
适度的轮换是很有必要的。可是多年的实
战证明，瓜迪奥拉并不是一个轮换玩得很好
的教头，他往往为了打造球队的传控默契，
而在赛季初期疯狂使用同一批球员，上个赛
季瓜帅的球队状态就有“虎头蛇尾”之嫌，
本赛季，瓜帅能够有所改变吗？

为了解决球队门将位置的顽疾，曼城在
今夏签下了埃德森，而这位门将在新赛季开
始后也凭借自己出色的发挥赢得了主力位
置。不过上周末曼城与利物浦之战里，埃德
森被马内踢中面部，缝了八针。就在人们以
为埃德森将因伤缺席时，这名硬汉却戴着头
盔重回训练场，让人叹服其勇。不过这种受
伤往往对心理上的影响，要大于对生理上
的。此番面临欧冠恶战，面临 16 年来首次
打欧冠为了求胜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的
对手，埃德森能够交出怎样的答卷？

北京时间 9 月 11 日，NBA 球队达拉斯
小牛队通过球队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表示
要更改球队的中文名。值得注意的是，小
牛队老板、美国知名富豪马克·库班也在
征集视频中亲自出镜，足以看出小牛方面
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在小牛队官微这条微博下，许多中国
球迷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其中包括
达拉斯小马队、达拉斯牛仔队。不过，这
些队名在NFL中已经存在，小牛队官方应
该不会采用。

据美国媒体爆料，湖人已经计划在今
年 12月 19日湖人主场对勇士的比赛中正
式退役科比的球衣。

虽然湖人方面没有公开信息，但多家
媒体确认了这件事，同时，湖人队在为季
票持有者发送的邮件中也特别写明，“请
保留你们在 12月 19日的比赛球票”，因为
将有“特殊仪式”。

科比在 2015-2016赛季打完了自己生
涯的最后一场比赛，结束了他在湖人的 20
年生涯，成为湖人队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
一。他的历史地位是无需多言的，湖人必
然会退役他的球衣，然而最大的悬念，就
是他们会选择 8号还是 24号，或者是两个
号码都会退役。

科比穿着 8 号为湖人拿到了三连冠，
还有单场 81分的纪录，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的。当然，穿 24 号的他同样创造了辉煌，
拿到两连冠，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地
位。

反正，科比之后还没有湖人球员动这
两个号码，如果湖人只选一个号退役，相
信会引来很多球迷的不满，此后恐怕也不
会有人敢穿另一个号。毕竟，这两个号码
在洛杉矶地区可是随处可见，球迷恐怕不
太接受号码上再印别人的名字。

英超俱乐部水晶宫队 11日宣布，主教
练弗兰克·德波尔已经被解职。

来自荷兰的德波尔 77 天前被任命为
水晶宫队主教练，带领球队一共参加了 5
场比赛，只在联赛杯比赛中战胜了英冠球
队伊普斯维奇，在前 4轮英超比赛中，全队
一场未胜一球未进，成为英格兰顶尖联赛
93年来开局战绩最糟糕的球队。

从比赛场次上来说，47岁的德波尔也
成为英超历史上最“短命的”主教练。

英国媒体报道，英格兰前主帅霍奇森
最有可能接替他成为新的水晶宫主帅。

湖人将退役科比球衣

小牛确认将更改中文名

英超水晶宫主帅
德波尔下课

欧冠小组赛首轮开战欧冠小组赛首轮开战

皇家马德里VS希腊人竞技
C罗复出 皇马剑指三连冠

时间：9月14日2时45分

费耶诺德VS曼城
一场恶战 瓜帅取胜不轻松

时间：9月14日2时45分

北京时间 9月 12日晚 8点，2017年
亚冠联赛 1/4决赛第二回合在广州天河
体育场开始第二回合较量，由广州恒大
主场迎战上海上港。上半场第 21分钟
阿兰单刀为恒大首开记录，第 34分钟，
阿兰梅开二度。比赛最后阶段恒大多
次获得进球良机，可惜都未进球。上半
场恒大 2比 0领先上港。第 82分钟魏震
右路手球，阿兰传球入禁区，高拉特前
点飞身鱼跃冲顶得分。第 90分钟李学
鹏左路传中，高拉特跃起顶后角得分。
90分钟结束后两队总比分4比4踢平。

加时赛第 96 分钟上港后卫汪佳捷
红牌被罚下。第 108 分钟胡尔克个人
突破制造任意球，接着他任意球直接
射门得分。第 115 分钟王燊超禁区内
把穆里奇撞倒，王燊超红牌被罚下，高
拉特点球命中。两队 120分钟内战成 5
比 5平。点球大战上港五罚全中，恒大
五罚四中，高拉特罚丢一个，最终九人
作战的上海上港以 10比 9（点球 5比 4）
战胜广州恒大，晋级亚冠四强。

90 分钟 4 比 0，恒大顽强地将上港
拖进了加时赛，拖进了点球大战，他们
险些创造了奇迹，但咫尺天涯。

本赛季亚冠连续迎来中国德比，当
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两支中国足坛最
强队相遇时，球迷期待两场精彩的较
量。然而首回合比赛，一场本该势均
力敌的比赛变成了一边倒，上港不可
思议的主场 4 比 0 斩杀恒大，一只脚已
经踏进了半决赛。

不过足坛从来不缺戏不缺奇迹。
今年巴萨曾经在欧冠中首回合 0 比 4
落后的情况下，第二回合打出 6 比 1 的
比分晋级，还是让恒大球迷心怀希望。

本场大部分时间，恒大占据优势，
所获得的机会也比上港多。 90 分钟
内，除去阿兰和高拉特联手打进的 4
粒进球，恒大在上半场还有高拉特打
偏的必进球，阿兰的射门被门线解围，
下半场高拉特的横梁……如果恒大把
握机会的能力再强点，或者运气再好
点，他们完全有可能在 90 分钟之内就
淘汰上港，晋级半决赛。

天河差点上演奇迹，但天河终究是
没 有 奇 迹 ，广 州 恒 大 没 能 像 巴 萨 一
样。接下来，恒大还有国内的两项赛
事冠军可以争夺，只是不知他们第三
座亚冠奖杯将何时能收入囊中。

亚冠中国德比上演史诗大战

恒大虽败犹荣 上港首进四强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网易体
育、新浪体育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