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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积极备战世预赛和奥运会附加赛
新华社消息 1 月 20

日，在中国足协 2020 年度

联赛复赛工作总结表彰大

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

长、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

兆才表示，将积极备战男

足世界杯预选赛和女足国

家队奥运会附加赛；吸取

上赛季联赛组织经验做

法，提早谋划今年各项联

赛；有条不紊落实 2023 年

亚洲杯筹备工作。

杜兆才说，要认真细

致做好各项重点工作：积

极备战男足世界杯预选

赛和女足国家队奥运会

附加赛；吸取上赛季联赛

组织经验做法，提早谋划

今年各项联赛；有条不紊

落实 2023 年亚洲杯筹备

工 作 ，抓 好 足 球 青 训 工

作；做好“十四五”期间足

球工作规划，继续深化足

球改革。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通报了 2020 赛季联赛数

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中国足协在全国 12

个市（县）总计 19 个赛区

主办了男、女足各级各类

赛事共 10 项，比赛总场次

达 769 场。参赛球队总计

159 支，球队人员总数达

6300 人。整个联赛期间累

计核酸检测 72720 人次。

随着全国各地疫情形势逐

步好转，积极研究并推进

了有序开放部分赛事球迷

入场，各级赛事共有 188

场比赛开放球迷入场，累

计 入 场 球 迷 人 次 近 57.3

万。

哈德森加冕CBA得分王

新华社消息 1月20日，CBA展开第32轮的争夺，哈

德森在山东西王队与江苏肯帝亚队的比赛中砍下24分，

他的CBA历史总得分达到11842分，超越易建联的11839

分，加冕CBA历史得分王，山东队当日也以111：73轻松

战胜对手。

哈德森于2011年加盟CBA，先后效力广东、青岛、新

疆、辽宁等球队，曾荣膺CBA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等，是

辽宁队在2017~2018赛季夺冠的功臣。2019年10月，哈德

森加盟巩晓彬率领的山东队。

本场比赛结束前4分48秒，哈德森命中当天第五个

三分球。凭借这记进球，哈德森将个人CBA生涯总得分提

升到11842分，超越易建联的历史总得分，加冕CBA历史

得分王。

“获得CBA历史得分王对我来说意义重大。CBA联盟

有很多伟大球员，不光是外援，还有国内球员，这个记录

是我在CBA征战10年的一个很好的见证。希望继续保持

好的状态，打好接下来的比赛。”哈德森说。

新华社消息 1 月 20

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警察和应急服务部部长内

维尔表示，有两名来澳参

加2021年澳大利亚网球公

开赛的球员和一名随行人

员最新被确诊感染。

内维尔说，医疗专家

认为其中一名球员的阳性

结果是持续性病毒脱落，

而非再次感染，且这名球

员因与确诊病例同机而被

强制隔离；另一名球员及

其随行人员的情况仍在调

查中。

此前，已有多名乘包机

来澳参加今年澳网的人员

被确诊感染。据澳媒20日报

道，确诊人数已达10人。

目前共有72名球员因

与确诊病例同机抵达而被

要求强制隔离 14 天，不得

离开酒店房间，也无法去

场地训练。球员们在社交

媒体上的抱怨让去年经历

了数月居家隔离的墨尔本

当地民众相当不满。

澳网赛事总监克雷

格·泰利当日在接受澳媒

采访时表示，大多数球员

都理解并接受隔离规定，

对于一些仍感觉不满的球

员，赛事主办方将尽力帮

他们改善情况。

泰利说：“我们的处境

很艰难，一方面确保维州

民众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

任务，这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会改变，另一方面我们

也十分理解球员的感受。”

也有一些球员在社交

媒体上为自己的过激言论

道歉。此前将隔离条件比

作“监狱”的西班牙名将阿

古特再次发声，表示对于

运动员和当地社会来说，

这都是一个艰难时期，自

己和教练正在遵守澳大利

亚政府和澳网协制定的防

疫措施，以避免发生风险，

确保以安全的方式参赛。

（郭 阳）

两名澳网球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新华社消息 1 月 21

日凌晨，意大利超级杯决

赛，尤文图斯凭借C·罗一

粒破纪录的制胜球和莫拉

塔最后时刻的锦上添花，

2：0战胜那不勒斯夺冠，而

那不勒斯队长因西涅则罚

失关键点球。

上半时尤文图斯控球

率占优，但那不勒斯制造

了更具威胁的射门机会。

第 29 分钟，洛萨诺在门前

接德姆的传球，近距离头

球攻门，尤文门将什琴斯

尼献上神扑，将球封堵。

下半时刚刚开始，尤

文球员基耶萨就因伤被贝

尔纳代斯基换下，后者一

上场便在门前打出一次极

具威胁的射门尝试。随着

比赛的推进，尤文开始大

举进攻，在源源不断冲击

对手防线后，C·罗在第64

分钟利用一次角球机会，

近距离凌空劲射破门，为

尤文图斯打破僵局。这是

C·罗正式比赛第760粒进

球，也意味着他超越约瑟

夫·比坎成为正式比赛中

进球最多的球员。

然而比赛的戏剧性才

刚刚开始，那不勒斯球员

梅尔滕斯替补上场后很快

为球队赢得一次点球机

会，他在禁区内从后方接

近对方球员麦肯尼，致使

后者踢球时踢到了他的小

腿。然而，主罚点球的那不

勒斯队长因西涅将球打

偏，错失了扳平比分的关

键机会。比赛尾声，那不勒

斯再次获得良机，然而洛

萨诺的近距离低射再次被

门将什琴斯尼神勇扑出。

尤文前锋莫拉塔在最后时

刻通过反击再进一球，锦

上添花助尤文2：0获胜。这

也是尤文主教练皮尔洛执

教生涯的第一座奖杯。

本场比赛的功臣 C·

罗在赛后表示：“我们很高

兴，这场比赛赢得并不轻

松，这个奖杯很重要，希望

它能为尤文图斯带来信

心。”那不勒斯教练加图索

则在赛后安慰了因西涅，

称他不应该责怪自己。

（黎梦青）

C·罗加冕射手王 尤文意超杯夺冠

皇马爆冷不敌西乙B球队

新华社消息 1月21日凌晨，西班牙国王杯1/16决

赛进行一场焦点战。皇家马德里经过120分钟的鏖战，1：2

不敌西乙B球队阿尔科亚诺，耻辱出局。

皇马本场客场迎战阿尔科亚诺。米利唐在上半时结

束前为皇马打入一球，但主队索尔韦斯的进球将比赛拖

入加时。加时赛中，虽然阿尔科亚诺有一名球员被罚下，

但胡安南的进球助这支西乙B球队上演逆转、并淘汰皇马

进入国王杯16强。

皇马主帅齐达内本场将包括本泽马、库尔图瓦等在

内的多名核心球员放上替补席。第 45 分钟，皇马打破僵

局，马塞洛斜传门前，米利唐小禁区边缘头球冲顶破网。

下半场，齐达内换上本泽马加强进攻。第80分钟，阿

尔科亚诺在一次角球进攻中扳平比分，索尔韦斯后点接

队友开出的皮球推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

加时赛中，齐达内又遣阿扎尔、阿森西奥与克罗斯出

场。第110分钟，拉蒙·洛佩斯铲倒卡塞米罗，吃到第二张黄

牌被罚下。第115分钟，胡安南接队友左路横传，近距离将

球垫入网窝，为阿尔科亚诺将比分锁定在2：1。 （谢宇智）

新华社消息 1 月 21

日凌晨，曼联和曼城双双得

胜，前者后来居上2：1击败

富勒姆，后者2：0送走阿斯

顿维拉。红魔以两分优势继

续领跑英超积分榜，少赛一

场的曼城紧随其后。

曼联当日南下伦敦对

阵富勒姆，开场仅5分钟，

主队便依靠卢克曼的低射

率先取得进球。不过，乌拉

圭射手卡瓦尼第20分钟利

用对方后防失误打门命

中，将比分扳平。

下半场，博格巴禁区

外世界波助曼联2：1反超。

尽管主队在比赛最后阶段

发起凶猛反扑，但曼联最

终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保住胜利，以19轮积40分

的成绩领跑联赛。

红魔的同城劲敌曼城

当日主场迎战维拉，不曾

落后，但也遭遇苦战。面对

因俱乐部暴发新冠疫情而

十余天没有比赛的对手，

曼城直到下半场后半程才

打破僵局。

第79分钟，贝·席尔瓦

禁区前沿劲射破网，曼城

1：0 领先。终场前，热苏斯

头球击中对方防守球员手

臂，曼城获得点球机会。京

多安一蹴而就，蓝月亮就

此实现2：0的胜利。

18场比赛收获38分的

曼城目前暂列第二，身后是

19场比赛与他们同分的莱

斯特城，卫冕冠军利物浦以

34分排名第四。（张 薇）

曼彻斯特双雄得胜 排名位居前二

哈
德
森
（
左
）

CC··罗庆祝夺冠罗庆祝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