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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本剑
报道： 深圳佳兆业俱乐部昨天
一口气官宣 14 名新援加盟，加
上赛季初的 5 名新援， 今年的
新援多达 19 人，成为新赛季中
超引援最多的俱乐部。至此，深
足本赛季的第二次转会已经完
成。

深足此次官宣包括姜至
鹏、孙可、糜昊伦、张鹭、张源、
刘越、徐浩峰、陈国良、廖垒、
戴伟浚、黄锐烽、徐越和外援比
福马、宋株薰。今年的冬季转会
窗， 深足已经引进王永珀、郜
林、郑达伦、裴帅和哲马伊利等
5 人。 19 名新援覆盖深足的三
条线， 从门将到前锋每个位置
都得到加强。

在新援中， 姜至鹏为现役
国脚，孙可、郜林、张鹭此前都
是国家队常客，郑达伦、裴帅、

糜昊伦为中生代球员， 内援戴
伟浚、陈国良、刘越等均为 U23
年轻球员， 其中大多为国奥队
和国青队球员。

从年龄上看， 年过三旬的
新援有 6 人、24 岁至 29 岁的
中生代有 5 人，20 岁至 23 岁
的小将有 8 人———深足引援既
看重现在，更着眼未来。

深足目前有 6 名外援：哲
马伊利、塞尔纳斯、宋株薰、普
雷西亚多、马里和比福马。马里
7 月 20 日结束隔离期，比福马
则 7 月 28 解除隔离，两人将缺
席中超前几轮比赛。据悉，深足
主教练多纳多尼力主引进的伊
朗外援普拉利甘吉， 将在 9 月
份的第三次转会窗口期到来，
中后场实力将得到提升。

深足将于 7 月 20 日包机
飞往大连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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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道： 中国足
协昨天公布了 2020 赛季女超、 女甲联赛
赛程，两级联赛都将采用赛会制，10 支女
超球队和 8 支女甲球队将分别进行两个
阶段的角逐。

根据赛程显示，女超第一阶段比赛时
间为 8 月 10 日至 9 月 5 日， 第二阶段为
9 月 27 日至 10 月 10 日， 比赛地点为云
南省昆明海埂体育训练基地。

女超球队要在 27 天内完成 9 轮单循
环赛， 女甲球队要在 21 天内打完 7 轮单
循环赛，2 到 3 天需完成一轮联赛。

第一阶段结束后， 两级联赛将分别
决出争冠组和保级组， 并在第二阶段分
别进行小组单循环赛。 争冠组积分前两
位进行单场冠亚军决赛， 积分排名第三
四位的球队进行单场季军战。 保级组则
按照最终积分排定名次。

女超联赛参赛球队除了广东梅州辉
骏外，还有江苏、上海、长春、武汉、北京、
河南、山东、浙江和河北队。女甲联赛参赛
球队为大连人、上海申花、云南、重庆莱、
八一、陕西、四川和广州恒大队。

英超·今晨

定了！
女超联赛下月开打 昨天一口气官宣14名新援

中超·前奏

CBA·焦点

“大扩军”

羊城晚报讯 记者郝浩宇
报道：CBA 复赛第二阶段比赛
昨天继续进行， 三支广东球队
同日出战，“领头羊” 广东队以
104 比 97 击败排名第三的广
厦队， 豪取 26 连胜， 追平在
2014-2015 赛季创造的 CBA
单赛季最长连胜纪录； 广州队
以 107 比 100 击败江苏队，取
得本赛季第十场胜利并终结六
连败； 深圳队以 81 比 90 不敌
北京队， 基本丧失晋级季后赛
的希望。

广厦队此前表现不俗，胡金
秋和孙铭徽状态正佳，赢得“最
强全华班”的美誉。 广东队没有
掉以轻心，主帅杜锋此前坚持大
胆轮换， 昨晚则派出最强阵容：
易建联、威姆斯、赵睿等主力首
发上阵。 广东队以对待季后赛的
态度来迎接这场较量。

CBA 复赛后，广东队一路
顺风顺水所向披靡， 动辄就是
二三十分的大胜， 广东队球迷
固然大呼过瘾， 但不少中立球
迷肯定希望看到更激烈的比
赛； 昨晚以全华班出战的广厦
队没有让他们失望。

比赛从一开始就进入白刃
战，比分始终紧咬，广东队不再
像此前一样凭借压迫性地逼防
就能让对手缴枪。 直到第一节
的中段，赵睿三分命中、曾繁日
制造广厦队无球队员犯规，广
东队在一个回合里拿到 5 分，
才略微将比分拉开。 但在随后
的比赛中， 广厦队始终紧咬比
分，给广东队制造很大的压力。

广厦队三名球员发挥出
色， 刘铮拿到全队最高的 20
分，孙铭徽和胡金秋分别有 19
分和 15 分入账，首发五虎得分
全部上双。 只不过比赛的关键
阶段， 广厦队还是暴露出单兵
防守能力不足的问题。

最后一节，广厦队在连续命
中三分后将分差追到只剩 1 分。
关键时刻， 威姆斯挺身而出，连
续取分帮助广东队锁定胜局。 威
姆斯是广东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拿下全场最高的 25 分， 易建联
也有 16 分、12 个篮板进账。

广厦队对广东队的限制相

当成功 ，104 分也是广东队在
复赛后的最低得分。 当比赛还
剩最后 2 分钟， 杜锋依旧让阿
联上场， 也足以证明广厦队的
实力。

赢下此战，广东队追平自己
创造的纪录，距离书写新的历史
仅一步之遥。 下一轮，广东队的
对手是浙江队。 杜锋谦虚地表示
要尊重每一个对手，“没有特意
去想纪录， 这是整个团队的努
力，要去努力打每一场比赛”。

广州队对江苏队一役最大
看点是外援的直接较量。 江苏
队的布莱克尼势不可挡， 拿到
全场最高的 46 分， 还有 12 个
篮板进账；亨特也不遑多让，砍
下 30 分、12 个篮板 、11 次助
攻的三双数据， 带领广州队收
获胜利。

虽然两队都早早无缘季后
赛，但实力相近，最终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比赛。 从比赛的第一
分钟起， 双方的比拼就十分胶
着，比分始终紧咬。 前三节，广
州队仅以 1 分优势领先。

第四节比赛成为两队外援
的比拼舞台， 双方采取的战术
几乎都是持球过半场后让外援
1 打 1。两位外援的表现不分上
下， 国内球员的发挥就成为决
定比赛走势的关键因素， 广州
队显然做得更好。

广州队中锋郑准砍下 20
分，在第四节的关键阶段奉献一
记三分和一次漂亮的背打，帮助
球队将胜利收入囊中。 广州队只
有 8 人上阵， 但有 5 人得分上
双；分散的火力点让江苏队疲于
应付。 当亨特无力取分时，总有
其他人挺身而出分担压力，亨特
的 11 记助攻正是来源于此。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徐扬
扬报道： 英超的欧冠席位之争进入
白热化， 两支争四球队今晨同传捷
报：莱切斯特主场以 2 比 0 完胜谢
菲联、曼联做客以 2 比 0 攻陷水晶
宫；两支胜队同积 62 分，莱切斯特
凭借 3 个净胜球的微弱优势力压曼
联排名第四。

虽然场面打得较为胶着， 但莱
切斯特赢球仍令人信服， 胜负争议
不大。 倒是曼联击败水晶宫有点惊
险，虽然双方控球率之比是 60%比
40%，射门是 17 比 13，曼联略占优
势；但射正却是 5 比 5，水晶宫也创
造多个破门良机。 幸亏曼联门将德
赫亚表现神勇， 拉什福德和马夏尔
都把握住机会， 曼联才有惊无险拿
到 3 分。

拉什福德以 8.5 分成为全场最
佳，德赫亚也有 8.1 分，曼联阵中只
有这两位超过 8 分， 得分最低的麦
克托米奈只有 6.8 分，博格巴得 6.9
分，在首发球员中倒数第二。

此役的争议都与水晶宫前锋扎
哈有关，他曾助攻一球，被视频助理
裁判（VAR）认定越位；而与曼联后
卫林德洛夫在禁区内相撞倒地，也
被认为有点球之嫌。 水晶宫俱乐部
主席帕里什为在社交媒体质疑 ：
“VAR 是坏掉吗？ ” 他的看法得到
曼联名宿费迪南德和前裁判彼得·
沃顿的认同， 而曼联主教练索尔斯
克亚则认为：“在我看来，是林德洛
夫先碰到球，我不认为那是点球。 ”

索帅更多是对赛程不满。 上轮
结束后， 曼联要在接下来的 7 天内
踢三场比赛， 而切尔西每轮都比曼
联多休息 2 天。“对手多 48 小时的
休息和恢复， 在赛季的这个阶段，
48 小时是一个巨大的差别”。

英超余下的两个欧冠席位将在
切尔西、莱切斯特和曼联之间产生，
三队之间的最大分差仅 1 分。 下一
轮，切尔西做客挑战利物浦、莱切斯
特做客挑战热刺都是硬仗， 曼联主
场迎战西汉姆则相对好打。 最后一
轮， 切尔西主场与狼队的交手也是
硬仗， 莱切斯特主场迎战曼联更是
“生死战”。 从赛程来看， 争四悬念
恐将留到最后。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
刘毅报道： 西甲倒数第二轮今
天凌晨同时开球，“领头羊”皇
家马德里不负众望， 主场以 2
比 1 战胜比利亚雷亚尔， 提前
一轮夺得冠军； 巴塞罗那令人
大失所望，主场以 1 比 2 被“升
班马”奥萨苏纳绝杀。

皇马积分达到 86 分，排名
第二的巴萨只有 79 分。 皇马夺
得队史第 34 个西甲冠军，仍为
西甲最成功的球队； 巴萨在西
甲冠军榜以 26 次排名第二。

拉莫斯“让点球”
在皇马队内， 中锋本泽马

是第一得分手， 中卫拉莫斯是
第一点球手， 两位老将在冠军
赛季居功至伟。 本泽马原本有
机会争夺西甲金靴奖， 只因被

拉莫斯“抢罚”多个点球，超越
梅西的难度非常大。

本泽马今晨为皇马首开记
录，还发生拉莫斯“让点球”的有
趣一幕。 第 77 分钟， 拉莫斯突
入禁区内被中卫恰拉绊倒，拉莫
斯主罚点球有意轻拨，本泽马跟
进射门入网。由于本泽马提前进
入禁区，进球被判无效，主裁判
要求重罚。拉莫斯干脆让给本泽
马主罚， 法国前锋操刀主罚命
中，比分变成 2 比 0。

本泽马以 21 球排名西甲
射手榜第二， 只落后榜首的梅
西 2 球，他还罚进 5 个点球。 本
泽马曾在 2007-2008 赛季夺得
法甲金靴奖———为里昂攻入 20
个联赛进球。 拉莫斯本赛季有
10 个西甲进球， 包括 6 个点
球。

“齐玄宗”效率高
这是齐达内执教生涯的第 11

个冠军，也是第二个西甲冠军。
上赛季， 皇马先后聘用三

任主帅———洛佩特吉、 索拉里
和齐达内，结果“二进宫”的齐
达内没能挽回颓势， 季军皇马
落后冠军巴萨多达 19 分。 本赛

季 是 齐 达 内
第 二 次 执 教
皇 马 的 首 个
完整赛季，最终带
队击碎巴萨的三
连冠美梦。

皇马在 37 轮比赛只有 23
个失球， 成为欧洲五大联赛防
守最好的球队。 皇马向以进攻
华丽著称， 但齐达内的球队在
进攻端还有很大进步空间：37
轮只有 68 个进球， 比巴萨的
81 球少得多； 比起拜仁慕尼黑
的 100 球、 亚特兰大的 93 球、
曼城的 93 球更是相差更远。

2016 年 1 月， 齐达内在赛
季中途成为皇马主帅， 是他首
次担任顶级职业队主帅。 他率
队实现史无前例的欧冠三连
冠，还夺得一次西甲冠军、一次
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两次欧洲
超级杯冠军、两次世俱杯冠军。
2018 年 5 月 31 日， 或许因为
超级巨星 C 罗转投尤文图斯，
齐达内急流勇退辞去主帅职
务。 上赛季，洛佩特吉和索拉里
把皇马带得一团糟， 齐达内在
2019 年 3 月第二次执教皇马。
今年 1 月， 齐达内获得第二次
执教皇马的第一个冠军———在

西班牙超级杯决赛经点球决胜
击败同城死敌马德里竞技。

前皇马巨星齐达内成为队
史最成功的主帅之一，有人说他
无招胜有招，有人说他靠玄学赢
球。 “齐玄宗” 执教皇马 209
场，平均每 19 场就拿一个冠军，
效率实在惊人。他只比传奇教练
穆尼奥斯少拿 3 个奖杯，穆帅执
教皇马共 605 场比赛。

齐达内所获的前九个冠军
伴随着超级巨星 C 罗的超级表
现。 在后 C 罗时代夺得西甲冠
军和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齐达
内再次证明自己的执教能力。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今晨赛前，巴塞罗那的
明星前锋苏亚雷斯就已承认冠
军属于皇马，证明巴萨众将无心
恋战。 过去两届西甲冠军巴萨主
场迎战上赛季西乙冠军奥萨苏
纳，爆冷以 1 比 2 落败，巴萨本
赛季主场不败也随之终结。

巴萨无力取得运动战进
球，梅西第 62 分钟罚进直接任

意球，一度把比分扳成 1 比 1。
伤停补时最后时刻， 托雷斯为
奥萨苏纳攻入绝杀制胜球。

巴萨本赛季在西甲、西班牙
国王杯、西班牙超级杯都未能夺
冠， 只有在欧冠爆冷夺得冠军，
才能避免本赛季四大皆空。

巴萨队长梅西过去很少接
受采访， 今晨面对记者罕见地
敞开心扉：“我说过如果我们照

这样下去，是无法赢得欧冠的。
我们需要一些时间进行思考，
球队必须做出大幅的改变，进
行自我批评， 不能认为我们输
球是因为对手更强。 ”

他坦言：“我们没有想到会
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但这也是
这个赛季的缩影。球队很脆弱，
上一些强度你就能赢。 我们很
不稳定。 ”

深足

莱切斯特和曼联双双报捷

争四悬念
留到最后

巴萨终结主场不败

2： 1 “最强阵”击败“全华班”
广东队战胜广厦队，追平 26 连胜的历史纪录

CBA转播表
7月18日（星期六）

16时
江苏VS四川（央视体育）

19时35分
广州VS北京（CCTV5+、广东体育）

20时
浙江VS山西（央视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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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马提前一轮夺夺冠冠

梅西神情落寞 图 / 视觉中国

拉莫斯亲吻西甲冠
军奖杯 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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