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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足总杯第$轮的一场重头戏北京时间%

日晚在伊蒂哈德球场上演! 曼联做客以$"&淘汰同
城死敌曼城晋级下一轮# 当值主裁判福伊开场不久
就误判罚下曼城中卫孔帕尼!越俎代庖成了曼彻斯
特德比的主角! 虽然令胜利者的复仇有贬值之嫌!

但让失败者面对冤屈表现出可贵的理性和坚韧#

由于图雷兄弟离队征战非洲杯!巴里停赛$哲
科和巴洛特利伤缺!曼城阵容残缺不全!而曼联则
亮出了现时能排出的最强阵容!就为了替联赛'"(

的惨败复仇雪耻#

第')分钟!瓦伦西亚右路传中!鲁尼头球破门
替客队首开记录# 第*+分钟! 孔帕尼后场铲断纳
尼! 被主裁判福伊出示红牌罚下# 慢镜头回放显
示!曼城队长双脚铲球虽然亮了鞋底!但双脚并未
离地!并且已经将球断下!铲球方向也不是正对纳
尼!没有太大的伤害性!给张黄牌都有点勉强# 尽
管受到冤屈的曼城众将一度围着福伊理论! 但未
有过激行为# 可是这个明显过重的判罚让主队早
早就陷入少打一人的绝境! 令原本势均力敌的强
强对话变得一边倒#第$)分钟!维尔贝克凌空勾射
再下一城#第$,分钟!维尔贝克杀入禁区被科拉罗
夫铲倒!曼联获得点球#鲁尼操刀被曼城门将潘蒂
利蒙扑出!小胖及时跟进头球补射!替曼联将优势
扩大到$")#

易边再战! 处于人数劣势的曼城不但没有慌
乱!反而有上佳表现!频频发动有效反击# 第-.分
钟! 埃夫拉放倒理查兹送给主队一个前场直接任
意球!科拉罗夫射弧线球破门# 此后!曼联主教练
弗格森换上老将斯科尔斯!试图稳定场上局势#可

是正是斯科尔斯第((分钟在后场失误! 让米尔纳
断球后沿右路杀入传中! 阿奎罗抢射被曼联门将
林德加德挡出!阿根廷人跟进补射破门#

赛后! 弗格森认为主裁判出示红牌无误"%我
认为裁判判罚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纳尼没有躲开
那个双脚铲球!他就麻烦了# &

曼奇尼则对手下的坚韧大加赞扬"%这个结果
令我感到很失望!但对球员们的表现!我却深感自
豪! 我真的很高兴他们能够在如此不利情况下不
放弃对胜利的渴望# 要知道')对''对付曼联多么
不易# &至于决定比赛走向的那个红牌!意大利人
说"%我认为每个人都清楚他 '孔帕尼( 不该得红
牌) 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也不想去评价裁判!

可是我一定会上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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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赛季刚刚宣布退役的保罗*斯科尔斯在%日
的英足总杯第三轮中%闪电&复出# 对于昔日爱将
的回归!主帅弗格森大加赞赏!称这位前中场大将
完全有能力继续在绿茵场拼杀#

斯科尔斯的突然回归让外界见识了曼联 %保
密工作&之严"在这场%德比战&前约'小时!曼联官
网才发布了这一消息! 称斯科尔斯将重新成为球
队一员!并将效力至本赛季结束#而这位$.岁的老
将随后便出现在了曼联队的替补名单中! 并在比
赛最后$)分钟内替补登场# 一些曼联球员赛后表
示! 他们是一直到了更衣室才得知这位前辈的回
归的#

也许是久疏战阵的缘故! 斯科尔斯比赛中曾
有一次接球失误!导致曼城断球后快速反击!阿奎

罗借机将比分扳为&"$# 但少一人的曼城最终以'

球落败! 而斯科尔斯在比赛后半段也体现了老将
的价值!除有一脚远射外!他在场上的沉稳和经验
帮助曼联稳住了局面#

%保罗能回来太令人高兴了#伟大的球员过早
退役总会让人失望!&弗格森说#%但他一直保持着
很好的状态!而我过去也一直觉得!他还能再踢一
个赛季# &

作为曼联',,&年%黄金一代&的代表性人物!

斯科尔斯共代表球队出场(.(次#凭借出色的技术
和意识!外号%生姜头&的斯科尔斯被认为是过去
&)年英超最伟大的中场球员之一# 在&)''年/月!

斯科尔斯宣布退役! 随后在俱乐部担任起助教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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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德比成了巴塞罗那能否卫冕的重要关
口! 卫冕冠军巴萨,日晨在客场以'"'被同城对手西
班牙人逼平#在西甲积分榜上!皇家马德里积-$分领
跑!巴萨以/分之差排名第二#

此役!梅西看上去不够兴奋!在西班牙人球员的
严密防守下!这位超级巨星在比赛大部分时间犹如隐
形# 第'-分钟!梅西因为手球吃到本队唯一一张黄牌#

巴萨在第'(分钟取得领先!阿尔维斯右路传中!近况
甚佳的法布雷加斯头球攻门得分!为巴萨取得本赛季
第'))个进球# 巴萨照例取得(成以上的控球率!可是
他们最好的得分手梅西不在状态!尽管西班牙国脚哈
维$伊涅斯塔$法布雷加斯和布斯克茨领衔的中场取
得优势!巴萨却像西班牙国家队那样得势不得分#

反倒是西班牙人在反击中获得更好的机会!巴
萨主帅瓜迪奥拉对球队的防守很不满# 场上的火药
味儿越来越浓!有球迷向场内投掷易拉罐!被主裁判
贾维尔拣出场#第%)分钟!西班牙人门将阿尔瓦雷斯
大腿拉伤!被替补门将卡西拉换下# 第%/分钟!瓜迪
奥拉用凯塔换下法布雷加斯!意图加强防守#可是西
班牙人在第%(分钟就把比分扳平! 后卫罗德里格斯
右路传中!前锋蒂埃维头球摆渡!替补出场的,)后小
将阿尔瓦罗头球敲开巴尔德斯的十指关#

巴萨在终场前发动强攻!但总是显得运气欠佳#

第%,分钟!伊涅斯塔给梅西的直传球被误判为越位#

伤停补时第&分钟!梅西送出直传球!皮克劲射击中

横梁弹回! 佩德罗在小禁区前的射门被罗德里格斯
用手挡出!但主裁判贾维尔未做任何判罚#

瓜迪奥拉很着急! 在场边不断挥舞手臂示意加
强进攻#西班牙人显然对平局的比分很满意!门将卡
西拉因为拖延时间吃到本队第(张黄牌!'"'的比分
保持到终场#

在当日的另外几场比赛中! 赫塔菲与毕尔巴鄂
竞技)")战平! 比利亚雷亚尔&"&和巴伦西亚握手言
和!贝蒂斯&")战胜希洪竞技!巴列卡诺&"'击败塞维
利亚#

!()"

89:;<=>

,日凌晨! 意甲联赛第'.轮战罢#

在%日国际米兰队以/")狂扫对手之
后!众多豪门也不甘落后!纷纷铆足了
劲击败各自对手#

%领头羊&01米兰队做客阿祖里
球场挑战亚特兰大队! 该球场堪称魔
鬼主场! 亚特兰大队本赛季在此未尝
败绩# 然而!01米兰队艺高人胆大并
不害怕!第&'分钟便打破僵局!帕托在
对方禁区被放倒!主裁判判罚点球!伊
布拉辛莫维奇主罚命中# 第%&分钟!

01米兰队扩大比分!博阿滕接伊布传
中!在门前推射得手#最终!01米兰队
以&")取胜!继续领跑积分榜#

与01米兰队积分相同的尤文图
斯队本轮客场挑战莱切队! 凭借第&.

分钟马特里的头球破门! 尤文图斯队
以'")小胜对手# 本轮过后!尤文图斯
队积2.分继续与01米兰队齐头并进!

同时仍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唯一一
支保持不败的球队#另外一支豪门%红
狼& 罗马队主场迎战切沃队! 第2-分
钟!拉梅拉制造点球机会!罗马队队长
托蒂主罚一蹴而就#第.%分钟!切沃队
球员策扎尔在禁区内手球! 托蒂再次
主罚命中#凭借托蒂罚进的两个点球!

罗马队最终以&")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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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城和曼联足总杯德比前! 炒得
最火的消息就是有关鲁尼可能在冬季转
会期离开曼联! 甚至可能以()))万英镑
的天价加盟曼城#不过!比赛中梅开二度
的鲁尼用实际行动向人们宣布了自己留
在老特拉福德的决心! 进球后他还做出
了亲吻胸前曼联队徽的动作#

圣诞新年以来!鲁尼霉运连连#对维
甘的比赛只是被遣上场几分钟+ 之后对
阵布莱克本因为纪律问题!被内部停赛+

迎战纽卡斯尔!复出的鲁尼表现糟糕!在
下半场被草草换下!红魔遭遇两连败#英
国媒体更是纷纷炒作鲁尼和弗格森决裂
的新闻#鲁尼在个人的推特上也表了态"

%,独立报-的这些内容是垃圾!我的未来
在曼联!俱乐部和我是完全信任对方的!

主教练和我之间没有问题! 任何其他的
说法都是毫无依据的# &

赛后接受采访时! 鲁尼再一次表达
了自己对于红魔的忠心!%我在这家俱乐
部没有丝毫不满! 我希望一直在这里效
力很长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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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篮球明星易建联接连两场在
3!0发展联盟的惊艳表现!令他提前赢
得了代表小牛队首秀的机会#

易建联,日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他
将于')日同小牛队会合!并在')日客场
出战底特律活塞队#

根据此次客场行程!小牛这支现役
3!0总冠军球队将于')日前往首都华
盛顿! 按惯例在白宫接受总统接见!')

日将在底特律出赛# 届时!易建联将首
次身披小牛队战袍!踏上他3!0生涯第
五个赛季的征程#

本月.日!小牛队正式签约易建联!

当日他便代表小牛队发展联盟下属球
队得克萨斯传奇队首次出赛#初来乍到
的易建联全场贡献了'.分$''个篮板和
2次盖帽#时隔两天!他又在第二场发展
联盟比赛中',投'&中拿到全场最高的
&,分!此外还抢到'2个篮板和助攻-次#

接连两场出彩的适应性比赛!易建
联赢得了小牛队管理层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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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禅师&杰克逊告老还乡$最佳第
六人奥多姆出走的状况下!在新赛季开
赛仅'/天迎来第')场比赛的艰难险阻
下!在新帅布朗新的运转体系下!努力
寻找昔日最佳状态的洛杉矶湖人队,日
在主场迎来六连胜#

而奇才队新老板的吝啬和球队运
转的不当!令奇才队延续着上赛季糟糕
的表现# 随着当天主场.&",2惨败给西
部弱旅森林狼队!奇才队自新赛季开赛
以来八战皆负!继续书写着该队历史最
差赛季开局纪录!同时他们是迄今全联
赛唯一尚未%开和&的球队#

湖人队尽管失误多达&.次!可还是
以,)"%&力擒灰熊队# 科比此役豪取&(

分和,次助攻#此役!两位西班牙兄弟遭
遇! 结果大加索尔收获'2分和'/个篮
板!而小加索尔仅有&分入账#

%沮丧$尴尬!我不知道此时有什么
字眼表述!& 八连败的奇才队主帅桑德
斯感叹说!%这场比赛从观众到他本人
再到队员!感觉都糟透了#&对于主场观
众不断送上的唏嘘声!奇才队锋线头号
杀手布拉奇回应说"%那是我们的报应!

我无话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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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顶级赛悉尼国际赛于北京时
间,日上午全面展开!身为#号种子的李
娜在首轮比赛中送蛋淘汰马卡洛娃!迈
出卫冕征程的第一步#

李娜此前在霍普曼杯表演赛上取得
了单打三连胜!为新赛季开了一个好头#

悉尼站是她今年首个正式比赛! 也是澳
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之前最后一站热身#

李娜在对资格赛选手马卡洛娃之战中状
态火热!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控比赛走势!

首盘她就以,#6的一发得分率压制对手!

不但没有给马卡洛娃任何破发机会!还
将其发球局逐一击破! 这种强大的进攻
势头一直延续到第二盘!形成了连胜,局
的大好局面# 马卡洛娃在第二盘中段发
起反击!借李娜状态回调的机会连追2局
追平!而李娜在稳住阵脚后再度发威!回
敬2局后以(")$("2强势取胜#

李娜下一轮将与两位资格赛选手辛
克和史皮之间的胜者交锋! 她前进路上
潜在的首个强敌将是(号种子兹沃娜列
娃!同在下半区的还有&号种子科维托娃
以及老冤家/号种子斯托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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