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网资格赛 中国男单悉数出局

“金花”携手晋级决胜轮

新华社悉尼 1 月 13 日电

在 2021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

开赛资格赛第二轮较量中，中国

“金花”袁悦和逯佳境均获胜晋

级决胜轮，男单选手李喆和张之

臻则双双告负遗憾出局。

12 日晚进行的女单第二轮

比赛中，22岁的小将袁悦表现神

勇，以 6∶2 和 6∶4 击败前温网亚

军、加拿大名将布沙尔，闯入决

胜轮。31岁的老将逯佳境也以 6∶

2 和 7∶5 战胜保加利亚选手施尼

科娃顺利晋级。

男单赛场上，中国选手则运

气欠佳。34岁的老将李喆在先下

一城的情况下遭到逆转，被美国

选手迈克尔以 2 ∶6、6 ∶4 和 7 ∶6

（7）击败。另一场比赛中，张之

臻以 1∶6、6∶4 和 1∶6 告负，同样

无缘决胜轮。

最后一轮比赛中，袁悦将迎战

法国选手帕凯，逯佳境将对阵英国

选手琼斯。若能延续此前的胜利，

两人都将首次打进大满贯正赛。

2021 年澳网将于 2 月 8 日

在墨尔本公园开赛。男单和女单

资格赛改到多哈和迪拜举行，将

决出 16个参赛名额。

疫情导致比赛推迟
美职篮要求球员非必须不出门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2 日电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

越来越多的比赛和球队，美职篮

和美职篮球员工会 12 日宣布，

近期将执行“禁足令”等更为严

厉的措施，以遏制蔓延的疫情。

近期美职篮有越来越多的

球队受到疫情影响，球员或感

染、或因为密切接触而隔离，不

少比赛因为某队上场球员不能

满足联盟规定的 8 人底线而只

能推迟。为了应对不利局面，美

职篮要求在未来至少 2 周时间

内，球队无论主客场，能不出门

则别出门。

根据美职篮的要求，球队坐

镇主场时，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

只能因为比赛、训练和一些基本

的生活需求等原因而出门，客场

比赛时则只能因为比赛和训练

以及紧急事件等原因离开酒店。

迈阿密热火队近期深受新

冠影响，队内一半球员无法上场

比赛。主帅斯波尔斯特拉说：“我

支持联盟采取一切措施遏制疫

情蔓延。不能说我们热爱篮球、

我们以此谋生，就可以冒险比

赛。这个世界因为疫情而变得很

不安全，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

近几个月美国的疫情形势

不断恶化，本赛季恢复了主客场

制的美职篮也无法独善其身。不

过据当地媒体报道，近期美职篮

感染新冠的球员并不太多，主要

是密切接触导致很多球员无法

上场，最终让比赛推迟，这也是

美职篮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全面

“停摆”的主要原因。

除了“禁足令”，美职篮 12

日还规定赛前球队在更衣室里

开会的时间不得超过 10 分钟，

而且开会时全员需要佩戴口罩。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四被列入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竞彩项目的赛事包括西超杯、荷甲。

周四 002 荷甲 15 日 03:00

特温特 VS 阿贾克斯

短暂冬歇期归来的首场比赛，特

温特做客 4 比 1 大胜目前在荷甲垫

底的埃门，延续着本赛季荷甲黑马的

本色。虽然上赛季他们排名倒数第 5，

但本赛季 15 轮过后 8胜 3 平 4 负高

居第 6，而且曾经在 12 月份的交锋中

客场 2比 1爆冷击败过阿贾克斯。

阿贾克斯上周末主场 2比 2战平

死敌埃因霍温，连续两轮战平后继续以

1分优势力压后者领跑。本月从西汉姆

联加盟的中锋阿莱上轮替补出场完成

首秀，边锋内雷斯和前锋拉斯纳·特劳

雷有伤，其中前者相对更有机会复出。

竞彩让球推荐：

特温特 VS 阿贾克斯 负

周四 003 西超杯 15 日 03:45

皇马 VS ?尔巴鄂

皇马是改制后的西超杯的首个冠

军，本届将为卫冕而战，本届西超杯被

安排在了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大

区进行。

上周末联赛面对奥萨苏纳，皇马

在漫天大雪中被对手逼平，近 3 轮仅

拿到 1 胜 2 平，在多赛 3场的情况下

还落后领头羊马德里竞技 1 分，右后

卫卡瓦哈尔上周末受伤，但应该可以

赶得及这场比赛。加盟以来俨然已经

成为“玻璃人”的中场阿扎尔已经康

复，是否首发出战则要看齐达内的选

择。

毕尔巴鄂竞技上轮客场与马竞的

比赛，因天气原因飞机无法降落被迫

返航而临时推迟；主力左后卫尤里·贝

尔奇切目前肌肉有伤，是否出场要到

临场才可确定；中卫耶莱·阿尔瓦雷斯

刚刚伤愈恢复训练，乌奈·努涅斯有可

能会继续顶替他首发。

竞彩胜平负推荐：

皇马 VS 毕尔巴鄂 胜

晨报讯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凭借博格巴的进球，曼联客场 1∶0 小胜伯恩利，以 3分优势暂时领跑英超积分榜，“红军”

目前以 3分之差排名第二。值得一提的是，积 36分的曼联下轮就将客场挑战卫冕冠军利物浦。

晨报记者 俞 炯

近来，关于上海上港外援阿瑙托

维奇有可能被租借回前东家、英超西

汉姆联的传闻不断。不过，这位奥地利

国脚本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自己休假

结束，准备要飞来上海备战 2021 新

赛季。

“休假结束了，要和我的宝贝们

说再见了。爸爸要去工作了。我已经迫

不及待要回到上海了。很快就能和大

家见面了。”阿瑙托维奇在微博上写

道。

此前，英国《每日邮报》和《电讯

报》都表示，西汉姆联主教练莫耶斯

希望在这个冬季转会窗引进自己的老

部下阿瑙托维奇，以加强球队的锋线

实力。特别是上周西汉姆联将中锋阿

莱卖给荷甲阿贾克斯之后，英国媒体

再一次将阿瑙托维奇的名字和英超联

系在了一起。

阿瑙托维奇加盟西汉姆联的第一

个赛季，莫耶斯中途上任接替原主帅

比利奇（北京国安新帅），激活了赛季

初表现不佳的奥地利前锋。两人合作

愉快，一起帮助球队成功保级。因此莫

耶斯的确非常青睐阿瑙托维奇，有

“再续前缘”的意愿。

另一方面，阿瑙托维奇转会上港

队之后，阿莱作为替代者加盟西汉姆

联，有着不错的表现。如今西汉姆联愿

意放走这位实力射手，肯定已经有了

新前锋的人选。

不过，随着阿瑙托维奇的亲自

“辟谣”，显然他并不是西汉姆联这

次的转会目标。如果阿瑙托维奇从

奥地利维也纳出发直飞上海，那么

他最快也要当地时间本周五晚上才

有航班，于北京时间本周六下午抵

沪，然后还要接受 14 天的强制防疫

隔离。

上港队的其他外援，奥斯卡在亚

冠结束随队从多哈回到上海后，就地

休假，并没有回巴西。洛佩斯和穆伊

何时归队尚无消息。至于上港队第五

外援的引进工作，看来还需要球队新

帅莱科来定夺，暂时也没有最新的进

展。

新华社济南 1 月 13 日电

山东鲁能泰山俱乐部 13 日

官宣，俱乐部将更名为“山东泰

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这也意味着，他们将以山东泰山

队的名字出征新赛季。

13 日，俱乐部发布公告称，

俱乐部收到中国足协关于非企

业化名称申请的回复函。经中国

足协职业联赛俱乐部名称审核

小组的审核，俱乐部申报的“山

东泰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

司”符合《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

行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变更的

通知》的要求，同意使用。

此前，鲁能俱乐部更名的消

息引发关注。11 日，山东鲁能发

布官方公告，解释此前所报俱乐

部中性名未通过足协审核的情

况。鲁能表示，因相关原因，俱乐

部首次提交的中性名更名未能

通过中国足协审核。目前俱乐部

正在按照足协要求准备材料，对

关联企业进行更名，并尽快再次

申报。据记者了解，“相关原因”

即鲁能俱乐部新股东济南文旅

是有“山东泰山”字样的公司股

东之一，不符合中国足协对于各

级联赛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的

要求。

为此，许多球迷发起“泰山

保卫战”，俱乐部也迅速行动。

12 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显示，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持

股的“山东泰山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已更名为“济南文旅体育

发展有限公司”，变更日期是 1

月 11 日。

泰山被誉为五岳独尊，不仅

是山东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标志。1993 年 12 月 2 日，山

东泰山足球俱乐部成立，这是齐

鲁大地上第一个职业足球俱乐

部。从那时起，虽然在 1998 年鲁

能接手前俱乐部几次更换东家，

但始终没有更换的就是“泰山”

二字，这也表明了“泰山”是山

东足球的一种传承，代表了一种

足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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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结束，准备回上海备战新赛季

阿瑙托维奇不会重返英超
●

山东鲁能泰山队

确定更名为
山东泰山队

皇马开启西超杯卫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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