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二 002 欧联杯 12 日 03:00
顿涅茨克矿工 VS 巴塞尔
欧联杯进入 1/4 决赛，采用单场

淘汰制，本场比赛的场地在中立场德
国。顿涅茨克矿工在近 4 场欧联杯中
场均进球 2.5 个，攻击力可圈可点，尤
其是边路进攻能力较强。

巴塞尔近 5 场欧联杯保持全胜，
且零失球。相比之下，顿涅茨克矿工
的欧战经验更为丰富，更值得追捧。
竞彩胜平负推荐：
顿涅茨克矿工 VS 巴塞尔 胜/平

周二 003 欧联杯 12 日 03:00
狼队 VS 塞维利亚

本场欧联杯 1/4 决赛在中立场
德国杜伊斯堡进行。狼队在 1/8 决赛
淘汰了奥林匹亚科斯，由于狼队本赛
季列英超第七，失去了下赛季的欧战
资格，因此球队上下对本赛季闯入欧
罗巴 8强非常重视，全队战意很强。

塞维利亚本赛季获得联赛第四，
锁定了欧冠资格，但球队的定位显然
更符合欧联杯赛场争取最好成绩，毕
竟塞维利亚是欧联杯的五冠王。塞维
利亚 1/8 决赛淘汰罗马，且最后 10
轮西甲表现非常稳定，5胜 5平 0负，
仅失 5球。
竞彩胜平负推荐：
狼队 VS 塞维利亚 平/负

晨报记者 吴文俊

CBA 总决赛将在 8 月 11 日
晚 8 点正式打响，易建联率领的广
东男篮将迎战辽宁男篮。
两队都具有夺冠的实力，从阵

容、对位来看看两队各自的优劣势。
广东的优势自然是由威姆斯、周鹏
和任骏飞组成的锋线，攻防综合实
力傲视联盟。辽宁锋线相比之下就
有些薄弱了，在李晓旭受伤告别赛
季后，刘志轩、贺天举还有丛明晨在
对位上毫无优势。
虽然易建联火线复出，贡献18

分 14篮板带队晋级，但如何限制状
态火热的韩德君，仍是杜锋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韩德君在与新疆的两场
半决赛中，分别拿下20分 13篮板、
35分 20篮板，从数据上来看，对位
打爆了赛季最佳防守球员周琦。
后卫线方面，两队都拥有一众

国手级的球星，赵睿的防守和突破、

胡明轩的组织还有小将徐杰的灵动
是广东的重要武器。辽宁后场双枪
郭艾伦、赵继伟更不用多说，辽宁还
拥有一个 X 因素———小外 OJ·梅
奥。梅奥在逐渐适应辽宁攻防节奏
之后，发挥愈发关键，虽然身体已经
不在巅峰状态，但强攻和组织能力
依然是辽宁进攻端的重要仰仗，广
东可能会派出防守能力最强的赵睿
与其对位，不过赵睿也很可能因此
陷入犯规麻烦。
至于阵容深度，广东有着绝对

的优势，单单内线替补就有苏伟、曾
繁日以及万圣伟三员虎将，再加之
胡明轩、徐杰、王薪凯、杜润旺等，广
东有着多达 11人的轮换选择。

广东和辽宁在季后赛一共有
25次交手，辽宁队以 14胜 11负占
得上风。在本赛季常规赛中，广东面
对辽宁两场比赛均取得胜利。

CBA总决赛赛制采用三局两
胜制。

晨报记者 吴文俊

昨天上午，CBA 联赛举行了
2020 年选秀乐透抽签仪式，上海男
篮获得队史首个状元签。

自 2015 年 CBA 首届选秀大
会开始，选秀顺位都以上赛季 CBA
常规赛排名倒序决定。今年，CBA
选秀首次采用抽签形式决定选秀前
三顺位，排名 2019-2020 赛季常
规赛第 16 名的上海男篮因此赢得
了争取状元签的机会。

同往年的 CBA 选秀规则不
同，新赛季的 CBA选秀实行选秀
乐透抽签制。CBA此前公布了参加
本次选秀乐透抽签的 7 支球队以
及各自抽中状元签的概率，依次为
天津（25%）、广州（21%）、四川
（18%）、上海 （14%）、江苏
（11%）、同曦（7%）、深圳（4%），
他们均为本赛季 CBA未能进入季
后赛的球队（除去八一男篮）。

最终，抽签仪式嘉宾巴特尔抽
出了上海队的小球，上海以 14%的
概率抽中 2020 年 CBA 选秀状元
签。广州男篮获得榜眼签，而天津男
篮获得探花签。CBA乐透抽签只决

定前三顺位的俱乐部归属，第 4 至
38顺位的按照本赛季CBA联赛的
最终排名的倒序排列。
过去几个赛季中，上海男篮曾

选中过吴永盛 （2019 年）、朱瀛
（2018 年）、唐子豪（2016 年）。由
于此前 CBA选秀顺位按照排名倒
序产生，上海男篮之前几个赛季均
排名季后赛边缘，因此没有获得过
较高顺位的选秀资格，这次状元签
是上海男篮队史头一支。

CBA选秀大会拟定于 8月 21
日在泉州举办。今年 CBA 选秀大
会符合参选资格的共 64 人，其中
大学生球员 25 名，港澳台球员 2
名，CBA、NBL 俱乐部推荐球员 16
名，原CBA俱乐部青年队、原NBL
俱乐部及其他球员共 21名。
随着CBA选秀愈加成熟，包括

大学生球员、NBL 等球员均获得了
不少球队的关注，王少杰、姜宇星等
球员也都成为了各自球队的主力球
员，因此CBA的高位签较前几年，
热门了许多。今年的选秀名单中也
有不少热门球员，来自北京大学的
祝铭震、张宁，来自中国台湾的旅美
后卫林庭谦，旅美大学内线区俊炫。

晨报记者 俞 炯

上一轮被升班马青岛黄海 1∶1 逼
平，上海上港可谓是制造了本赛季中
超的第一个冷门。
本周三面对小组中实力不俗的武

汉卓尔，希望能够重回胜利轨道的上
港队压力不小，毕竟这个对手上赛季
就给上港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去年
联赛主客场两回合，上港队在主场凭
借埃尔克森的终场前绝杀 2∶1 险胜，

客场则被武汉卓尔 1∶1 逼平。
一场遗憾的平局之后，再一次和

武汉卓尔相遇，上港队主帅佩雷拉在
昨天下午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武汉是一支非常好的球队，他们踢
得很出色，新赛季前几场取得了很好
的成绩。我们必须打出自己的最高水
平才能战胜他们，希望我们的发挥比
上一场比赛要更好。”
佩雷拉对于上一场比赛节奏频频

被打断还是耿耿于怀，他这次又说道：

“同时也希望下一场比赛的净时间能
更长一点。因为我们上一场比赛的净
时间只有 45分钟，相比差不多近 100
分钟的总时长真的有些短。我希望我
们能够踢出更好的技战术，踢出我们
想要的水平，球迷能够在家好好享受
比赛。”

上港队中卫贺惯认为相比前一
场比赛，这次比赛的间隔时间多了
一两天，还是对体能恢复很有帮助，
“我们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如此炎

热的天气对双方都是挑战，在这样
的挑战下希望比赛能够踢得比较流
畅。双方一起为大家奉献一场精彩
的比赛。”
武汉卓尔前三轮两胜一负，表现

不俗，这也给了他们主教练何塞充足
的自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
对手。但是球队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充
分准备好，做好自己的训练。上港队有
很好的外援，有很出色的教练。我们需
要在细节上做到最好，争取给大家奉

献一场美好的比赛。”

12 22002200 .. 88 .. 1111 星 期 二

编 辑 程 亮 倪 维 佳体育新闻

1．00元地址：威海路 755号 邮编：２０004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0070 广告总代理：上海中润解放传媒有限公司 广告热线：51708666 全年订阅价：360 元 零售价：

明日与武汉卓尔交手 上港希望重回胜利轨道

佩雷拉提要求：必须打出最高水平
8月 12 日 18：00

上海上港 VS 武汉卓尔

●

上海男篮首获状元签

CBA总决赛今晚打响

塞维利亚
力争晋级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二被列入中国体育彩票足
球竞彩项目的重点赛事是欧联杯。

公益体彩

龙东（右二）梅开二度，帮助大连人从申花手中抢到一分。 /新华社

傅明争议判罚 申花被大连人逼平
晨报记者 甘 慧

在昨天进行的与大连人的比赛
中，两度领先的申花未能保住胜利成
果，最终 2∶2 战平对手。
本场比赛又出现了左右比赛结果

的争议判罚。第 90 分钟，龙东禁区内
背身胸部护球时，钱杰给在其身后进
行防守，龙东倒地，当值主裁傅明直
接吹罚点球。从慢动作回放看，钱杰给
没有明显的犯规动作，他的手虽然搭

在了龙东的后背上，但并没有用力，龙
东有顺势倒地找点球之嫌。即便主裁
认为有犯规之嫌，比赛已经进行到伤
停补时阶段，判罚会直接影响到结
果，是否应该看一下VAR？

被判罚点球后，钱杰给伤心地捂
住了自己的眼睛。就在大约 20 分钟
前，他右脚罚出的任意球飞出一道漂
亮的弧线后直入球门左侧上角，帮助
球队再度取得领先。以前钱杰给并没
有机会主罚定位球，不过在训练中崔

康熙发现了钱杰给的定位球能力，并
对其进行了专门训练。

赛后，在总结全场比赛时，崔康熙
说，“有时我心中也有疑问，关于这场
球的价值。我们领先了 89 分钟，结果
平了，我感觉的应该跟大家感觉的差
不多吧。球员拼到了最后，希望他们不
要因为这个而感到失望和失落，希望他
们接下来继续努力。”崔康熙还说，“这
场比赛的结果其实比输球更不好，球员
的努力在一瞬间就随风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