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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 1 月 18

日，2021 年美国花滑锦标

赛在拉斯维加斯展开男单

自由滑的较量，21 岁的美

籍华裔选手陈巍整体发挥

平稳，最终获得男单冠军，

这也是他连续第五次问鼎

美国花滑锦标赛男单冠军。

在此前短节目的比赛

里，陈巍就以较大优势排

在首位，当日进行的自由

滑比赛中，尽管他开场有

点小瑕疵，但后面部分没

有受到影响，整体发挥出

色，最终以 208.36 分排在

自 由 滑 首 位 ，并 以 总 分

322.28 分锁定男单冠军。

连续5次成为全美冠军，也

显示他是美国花滑男单项

目上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巨大的成功没有让陈

巍冲昏头脑。赛后陈巍说：

“今天有些保守，开头部分

我原本想给自己保存些体

力，但却不幸造成了一些

小失误，这也证明我的想

法有点问题，后面的部分

我告诫自己一定要稳定，

不要再出现问题。我肯定

可以比今天更好，很幸运

能获得最后的冠军。”

“每个人都有实力夺

冠，但是我主要专注自己

的表现，我也很高兴自己

能不断提高和进步。”陈巍

补充说。

尽管陈巍很谦虚，但

当日比赛中没有其余选手

可以对他构成威胁。另一名

美籍华裔选手周知方以总

分291.38分获得银牌，布朗

以276.92分排在第三位。

3 位选手也将代表美

国参加 3 月份在瑞典斯德

哥尔摩进行的2021年花滑

世锦赛，但受新冠疫情影

响，能否如期举办难以预

测。 （王集旻）

新华社消息 1 月 18

日，CBA 常规赛第 32 轮，

领头羊辽宁沈阳三生104：

96 击败北京首钢，继续领

跑联盟，浙江稠州末节上

演逆转好戏，96：86战胜龙

狮队。

辽宁本赛季表现出

色，稳居积分榜首位。本轮

面对北京，昔日的强强对

话如今已变得强弱分明，

虽然这场比赛辽宁三分命

中率不及三成，他们仍牢

牢 把 控 着 场 上 局 面 ，以

104：96 轻松获胜。两队各

有5人得分上双，辽宁外援

梅奥拿到全场最高的 28

分，郭艾伦拿下 24 分 9 个

助攻。

同样是强弱对话，浙

江本轮赢得颇不轻松，吴

前虽然拿到 15 分 8 次助

攻，但他 18 投 4 中的命中

率十分惨淡，倒是替补出

场的陆文博在不到24分钟

的时间里高效拿下 21 分，

成为浙江的奇兵。龙狮在

上半场遏制住了浙江的进

攻，以 50：41 领先，三节战

罢他们仍以77：71领先。末

节陆文博和朱旭航连续命

中3分，浙江这一节只让对

手得了9分，最终以96：86

逆转击败对手。和胜负相

比，本场比赛出现的伤情

更令人揪心，浙江队员赖

俊豪和张大宇先后被对手

击中头部伤退，龙狮球员

陈盈骏则因崴脚伤退。

伊布状态神勇
米兰重返榜首

《羊城晚报》消息 1月19日凌晨，意甲第18轮最

后一场比赛，凭借伊布的梅开二度，AC米兰客场2：0

完胜卡利亚里，积43分重返积分榜首位；国际米兰以

3分之差紧随其后，少赛一轮的九连冠得主尤文图斯

以33分排名第五。

老将伊布状态神勇，开场仅7分钟就罚进自己创

造的点球。自去年11月23日在客场3：1击败那不勒斯

的比赛中梅开二度后，伊布再次打开进球账户。他此前

长时间因伤休战，直到上轮比赛才伤愈复出替补出场。

从1999年到2021年，伊布创下连续23个自然年

进球的纪录。39岁的伊布球技接近炉火纯青，虽然身

体条件无法与全盛时期相比，但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在上下半场抓好两个开局。第52分钟，卡拉布里亚右

路斜传，伊布突入禁区凌空射门再下一城。边裁举旗

示意伊布越位在先，但视频助理裁判（VAR）认定伊

布进球有效。

在意甲射手榜，尤文巨星C·罗以15球领跑，伊布

和拉齐奥的因莫比莱、国际米兰的卢卡库以12球并

列次席，亚特兰大前锋穆列尔和卡利亚里前锋佩德罗

分别攻入10球。在这5名进球达到两位数的球员中，

伊布每个进球的平均用时排名第二。C·罗出场1182

分钟，卢卡库和因莫比莱分别出场1244和1283分钟，

伊布仅出场 624 分钟，佩德罗出场时间多达 1600 分

钟。亚特兰大“超级替补”穆列尔进球效率最高，仅出

场486分钟，平均每48.6分钟攻入一球，伊布则是平

均每52分钟进一球。

巧合的是，伊布即将与穆列尔展开较量。1月24

日在意甲第 19 轮比赛，AC 米兰将主场迎战亚特兰

大。2019年12月22日，亚特兰大在意甲比赛以5：0大

胜 AC 米兰，穆列尔替补出场攻入亚特兰大的第五

球。伊布在2020年1月才以自由球员的身份回归，此

番将带领AC米兰打响对亚特兰大的“复仇之战”。

不过，AC米兰现在阵容并不齐整，为19日凌晨

的胜利付出不小的代价。主力中卫凯尔再次受伤，踢

完上半场就被卡卢卢换下，下轮能否复出还不确定。

队长罗马尼奥利司职中卫，比赛中吃到黄牌，下轮对

亚特兰大的比赛累积黄牌停赛。边锋赛莱梅克斯替补

出场两黄变一红被罚下，同样要在下轮停赛。AC米兰

正在养伤的还有中场本纳赛尔和中卫加比亚，前腰恰

尔汗奥卢、左后卫特奥、前锋雷比奇、中场克鲁尼奇因

为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正在隔离。 （刘 毅）

新华社消息 1 月 19

日凌晨，奥巴梅扬在酋长

球场独中两元，帮助阿森纳

在英超联赛中 3：0 送走纽

卡斯尔联。“兵工厂”主帅阿

特塔赛后表示，加蓬射手需

要进球找回自信，球队需要

借此实现成功。“我们需要

他拿出最佳状态。”

阿特塔坦言，阿森纳

本场的第一个进球比他预

想得晚了一些。上半场与

对手0：0战平后，“枪手”易

边再战后才终于打破僵

局。第50分钟，奥巴梅扬突

入禁区劲射破门。10 分钟

后，小将萨卡近距离推射

将比分扩大为 2：0。第 77

分钟，奥巴梅扬接队友底

线突破横传打空门得手，

将比分定格在3：0。

凭借本场的两个进球，

奥巴梅扬本赛季的英超进

球数才达到5粒。和他一样

出战了17场的利物浦射手

萨拉赫已打进 13 球，热刺

双雄凯恩和孙兴民则在18

场比赛中各攻进12球。

阿特塔直言，大家都十

分想念奥巴梅扬的进球。

“现在（进球）又来了，对球

队而言非常棒。”（张 薇）

奇才
连续5场比赛
因新冠影响
而推迟

新华社消息 1月

19 日，NBA 宣布，华

盛顿奇才队 21 日同

夏洛特黄蜂的比赛因

为前者遭遇新冠疫情

冲击而被迫推迟，这

已经是奇才连续第五

场比赛被推迟。

奇才近期不断遭

遇新冠病毒的干扰，

上周球队表示队中已

有 6 人“中招”，此外

还有不少球员由于密

切接触等原因也需要

作壁上观，这样一来

球队已经没有足够人

手打比赛，于是联盟

只能推迟比赛。

21 日的比赛推

迟之后，奇才至少将

连续 11 天没有打过

比赛，球队下一场比

赛也要看球员恢复的

情况而定。

本赛季 NBA 不

再采用“真空气泡”式

的封闭比赛模式，而

是恢复了主客场制，

比赛大部分还是空场

进行，少数场馆允许

限量球迷入场。即便

如此，长途旅行也增

加了球队感染的风

险。在过去一周多的

时间里，NBA已经因

为疫情的原因推迟了

十余场比赛，推迟的

比赛涉及全部 30 队

中的19队，奇才是其

中遭遇比赛推迟最多

的球队。

根 据 联 盟 的 规

定，因为疫情球员无

法上场打球的情况包

括感染新冠、密切接

触需要隔离和检测以

及检测结果呈现不确

定性等。 （王集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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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选手陈巍连续第五次夺花滑男单冠军

郭艾伦郭艾伦（（左左））在比赛中上篮在比赛中上篮

CBA：辽宁连胜 浙江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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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梅扬两球 阿森纳完胜纽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