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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男足集训营揭开长期集训序幕
的时候，国足也正在苏州备战亚洲杯。据
了解，从现在开始到明年 1 月上旬亚洲杯
开赛前，国足将进入紧张的备战节奏中。
除了参加本赛季中超最后阶段的竞争外，
国脚们还将于 11 月与巴勒斯坦队和土库
曼斯坦队进行两场热身赛，并先后在广州
和卡塔尔多哈进行总时长近 1 个月的训
练，他们的备战强度并不亚于集训营的

“长期集训”。
当外界对国足集训营长期集训吐槽

的时候，其实国足的备战一点也不轻松。
据了解，参加本期国足集训的 24名球员都
被划入 38人的亚洲杯国足大名单，这些球
员将构成征战亚洲杯的主力军。主教练
里皮也将通过本月与印度队和叙利亚队
的两场热身赛进一步敲定亚洲杯的主力
阵容并加以磨合。

国脚们在打完 16 日晚与叙利亚队的
热身赛后将返回俱乐部，集中精力完成中
超联赛最后 5 轮的角逐，来自国安和鲁能
的国脚们还将分别于 11月 25日、12月 1日
参加足协杯决赛两回合赛事。而参加完
俱乐部队赛事后，国脚们就要重返国家
队。按照计划，国足将在 11 月 12 日也就
是中超联赛落幕后第二天重新集中，参加
当月的两场热身赛，这也是国足本年度最

后 2场国际A级赛事。在足协和福特宝公
司的联系下，这两场比赛的对手已经基本
确定为巴勒斯坦队和土库曼斯坦队。比
赛时间初定在 11 月 16 日和 20 日，而两场
热身赛的举办地已初定在杭州和海口。

按惯例，中国足协、中超公司将在中
超联赛落幕后举办颁奖庆典。为配合国
足备战亚洲杯，今年的庆典初定在 11月 21
日举行，地点为海口。将庆典安排在海口
也是为了国脚们免受舟车劳顿之苦。

而中超颁奖典礼结束后，国脚们也将
获得一周多的休整之机。他们随后将于
12月 1日重新集中直到亚洲杯征程结束后
才告解散。在此期间，国足计划先在国内
进行为期半个月左右的集训，随后于 12月
19 日凌晨由广州前往卡塔尔多哈进行拉
练。如果顺利的话，球队将在多哈进行两
场热身赛，随后于 12 月 28 日启程前往阿
联酋，为明年 1 月初开始的亚洲杯做最后
冲刺。

据了解，国足 12月上旬的集训地点很
可能安排在广州，具体场地也会安排在距
离市中心较远的场地，以便全队安心备
战。由此可见中国足协对于国足备战亚
洲杯的工作格外重视。而对于国脚们来
说，留给他们备战亚洲杯的时间其实已相
当紧迫，应该分秒必争。

北京时间 10月 11日，中国体育价
值榜系列榜单——2018雅加达亚运会
中国运动员传播影响力榜前 50 名榜
单发布，孙杨第一，苏炳添次之，朱婷
排名第三位。

这份榜单的统计周期为 2018 年 8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榜单从运动员的
个人情况、运动成绩、媒体曝光指数、
商业指数等多方面设立了不同的参
数，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与统计学科
学算法相结合，进而推出这份榜单。

根据统计，榜单前 50 运动员的平
均年龄为 22.54岁，27人首次参加亚运
会。孙杨、苏炳添、朱婷、徐嘉余、周
琦等运动员在列。其中，前十名中游
泳运动员占 5 位，分别是孙杨、徐嘉
余、刘湘、傅园慧、李冰洁。

意大利男足11日在主场进行的国际友谊
赛中1比1战平乌克兰队。意大利队已连续5
个主场比赛不胜，追平了国家队历史上主场不
胜最长纪录。

主教练曼奇尼排出 433阵型，意大利一
开局就猛攻施压。第五分钟贝尔纳代斯基
远射被扑出。第七分钟，博努奇一脚凌空抽
射被扑出。第 24分钟，上演国家队首秀的巴
雷拉禁区外远射，再次被乌克兰门将托出。
此后，意大利又有几次攻门都未能得分。

57 分钟，接弗洛伦齐的传球，贝尔纳
代斯基远射终于破门，打破僵局。第 63
分钟，乌克兰队马利诺夫斯基凌空抽射，
将球打入球门下角，扳平比分。比分最终
定格在 1 比 1，以防守见长的意大利队已
连续 8 场比赛丢球。

C罗的新刑事辩护律师 11日发布了
反击媒体报道的声明。声明中表示媒
体报道中援引的有关指控C罗强奸的文
件“完全是捏造的”，C 罗坚称与马约尔
加是双方自愿。

律师彼得·S·克里斯蒂安森在声明

中称，媒体报道的那份 2009年的报告是
由黑客从欧洲的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机
构窃取的，然后将其出售。

声明中说：“正如 C罗一直坚持说明
的那样，2009 年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
情实质上是双方自愿的。这些媒体报道
称涉及了C罗的文件完全是伪造的。”克
里斯蒂安森谴责“媒体支持和推动这种
证据都基于窃取来的、容易被随意篡改
的电子文件的诽谤，实在是非常可悲”。

C罗性侵案女方马约尔加 9月 27日
在内华达州提起诉讼，指控 C 罗于 2009
年在拉斯维加斯对她实施了性侵。马
约尔加承认自己接受了 37.5万美元的赔
偿作为“封口费”，但她的律师说，她是
在试图保护罗纳尔多声誉的“中间人”
的压力下签署的协议，诉讼要求追加至
少 20 万美元的赔偿。之后拉斯维加斯
警方宣布对此案重新启动调查。

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据美国前方
记者透露，火箭队球员周琦接受了核
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膝盖只
是扭伤，预计伤停时间一个月。

10 日火箭主场与上海男篮的热身
赛中，周琦在第一节不幸左膝盖被斯
科拉坐了一下，他最终被抬下场。

11 日，周琦率先在微博上透露他
的左膝盖没事，希望球迷不要担心。

随后据美国前方记者透露，周琦核
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膝盖只是
扭伤，预计伤停时间一个月。

对周琦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
结果了。希望他早日康复并重返球场。

六强分组

G组：意大利 塞尔维亚 日本

H组：荷兰 美国 中国

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2018 年世界
女排锦标赛复赛第四轮，中国女排以
3比 1击败俄罗斯，以 8胜 1负位居小组
第二，晋级六强，四局具体比分为 25比
22、21 比 25、25 比 23、25 比 15，这也是
中国女排时隔 20 年再次在世锦赛击败
俄罗斯。本场比赛，颜妮 16 分全队最
高，朱婷砍下 9分。

中国女排继 1998年半决赛后，时隔
20 年再次在世锦赛击败俄罗斯，将交
手记录改写为 6胜 6负（含前苏联）。

复赛 F 组战罢，意大利、中国、美国
分获前三，与 E组荷兰、日本、塞尔维亚
晋级六强。

时隔20年
中国女排再胜俄罗斯

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

六强分组

中国荷兰美国同组
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晚，2018 年女

排世锦赛复赛阶段的较量全部结束。E
组荷兰强势 3比 0横扫提前晋级的塞尔
维亚，后来居上锁定小组头名出线；巴
西 3比 2逆袭日本仍因积分劣势被挤出
六强。F 组意大利 3 比 1 力克美国全胜
荣膺榜首，俄罗斯挑战中国无果，美国
得以搭上六强末班车。名列E组前三位
的荷兰、日本、塞尔维亚以及跻身 F组三
甲的意大利、中国和美国入围六强。

亚运中国运动员传播影响力榜

孙杨第一 朱婷第三

国足11月战巴勒斯坦土库曼斯坦
12月赴多哈备战

足球国际友谊赛

意大利战平乌克兰
平主场不胜最长纪录

曝周琦膝伤将休战1个月

C罗律师称媒体报道C罗强奸的文件造假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腾讯
体育、新浪体育报道

北京时间 10 月 11 日，勇士与湖人
在赌城大战，湖人以 123 比 113 取得胜
利。詹姆斯只打了上半场，在 18 分钟
内 8 投 5 中得了 15 分、10 个篮板和 5 次
助攻。勇士主将出场时间也不多，“水
花三兄弟”都表现不俗，斯蒂·库里 23
分 5 次助攻，克雷·汤普森 20 分 5 个篮
板，凯文·杜兰特在第三节就 6犯出局，
得 18分 12个篮板。

这是一场令人期待的比赛。虽然
只是季前赛。湖人得到詹姆斯后，目标
直指勇士，被认为是最可能给他们卫冕
造成威胁的球队之一。杜兰特可能最
后一年在勇士，而且他的下一站可能是

湖人，这使他们本赛季的交锋都会成为
焦点。

由于是季前赛，勇士并不太认真，上
半场湖人以 61比 57领先。詹姆斯拿下
了 15分、10个篮板和 5次助攻，波普 17
分。詹姆斯下半场休息，勇士让比斯利
首发出场。湖人的手感回升，火力更强，
单节得了 40分，以 101比 92领先进入最
后一节。勇士在第四节挣扎了一番。比
赛还有7分20秒时，杰雷布科投中三分，
将比分追成 102 比 106。不过勇士此后
连续三次犯规，湖人靠罚球连得 5分，将
差距略为拉开。双方差距此后达到两位
数，勇士最终还是难逃一败。

三巨头61分 勇士不敌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