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尼 这已不再是你的时代

日前，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
公布了最新一期三狮军团的名
单，与上一次不同的是，鲁尼第
一次落选了国家队。

这一次的诀别，恐怕就是永
恒了。

2003 年，年仅 18 岁的鲁尼
正式代表英格兰国家队亮相。可
惜那一场比赛对于英格兰来说
算不上太美好，他们耻辱性的负
于澳大利亚，鲁尼的处子秀也显
得平淡无奇。

事实上，一直到为英格兰出
场 6 次之后，鲁尼才在对阵马其
顿时打入了自己的首粒国家队
入球。

效力 14 年、116 次出场，打
入 53 球，这样的数据已经足够
让人艳羡，不过对鲁尼来说，继
续留在国家队发光发热才是他
的最大目标——— 显然，这一次他
失算了。

其实，当英格兰队在 2016
年欧洲杯上折戟沉沙之后，鲁尼
就应该选择离开。这一年，他没
能为三狮军团破门，他的存在甚

至成为年轻球员成长的阻碍。
为埃弗顿完成英超首秀时，

鲁尼年仅 16 岁，而当埃里克森
第一次将他招入三狮军团时，鲁
尼以 17 岁 111 天的年龄成为完
成英格兰处子秀最年轻的球员。
从那时候起，鲁尼不断在球场上
赢得胜利，也不断制造争议。至
今，鲁尼已经 5 次赢得英超冠
军、3 次赢得联赛杯冠军，2016
年还赢得了足总杯冠军。2007-
2008 赛季，鲁尼还为曼联赢得了
欧冠冠军。

在球场之外，鲁尼也不断面

对着不够忠诚的指责，而他的自
我约束也不够，2016 年 11 月，在
英格兰战胜苏格兰一战之后，鲁
尼不是上床睡觉，而是去了沃特
福德的格罗夫酒店的婚礼现场
喝得不省人事，之后在凌晨 5 点
向索斯盖特道歉。

那一次，索斯盖特威胁要剥
夺鲁尼的队长职务。现在，似乎
是到了兑现诺言的时候。因为有
消息称，凯恩已经成为英格兰国
家队的新队长人选。

而老队长鲁尼的时代，恐怕
即将过去了。

□记者 谢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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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尔纳入选国家队

德国队主帅勒夫日前公
布了最新一期 24 人名单。在
这份大名单中，年仅 21 岁的
莱比锡红牛小将韦尔纳首次
入选国家队，他成为了勒夫时
代第 8 7 名入选国家队的球
员。德国队接下来将同阿塞拜
疆踢一场世预赛。

勒夫此前就公开表示，韦
尔纳具有“世界级球员”的潜
质，他这次说道：“韦尔纳现在
还年轻，他非常全面，本赛季
也一直稳定在一个很高的水
平层面上，因此他的前途非常
光明，我盼望着将他迎入我们
的阵容。”

当然，拜仁依然是国脚大
户，有诺伊尔、胡梅尔斯、基米
西和穆勒四人入选，多特方
面，则是许尔勒和魏格尔两人
入选。

德国队大名单：
门将：诺伊尔 (拜仁慕尼

黑)、莱诺(勒沃库森)、特尔施
特根(巴萨)；

后卫：穆斯塔菲(阿森纳)、
赫克托(科隆)、赫韦德斯(沙尔
克 04)、胡梅尔斯(拜仁)、吕迪
格(罗马)、聚勒(霍芬海姆)、基
米西(拜仁)、鲁迪(霍芬海姆)；

中场：赫迪拉(尤文图斯)、
德拉克斯勒(巴黎圣日耳曼)、
克罗斯(皇马)、许尔勒(多特蒙
德)、波多尔斯基(加拉塔萨雷)、
厄齐尔(阿森纳)、托马斯·穆勒
(拜仁)；

前锋：埃姆雷·詹 (利物
浦)、魏格尔(多特蒙德)、萨内
(曼城)、布兰特(勒沃库森)、马
里奥·戈麦斯(沃尔夫斯堡)、韦
尔纳(莱比锡红牛)。

卡西马塔未入大名单

西班牙队日前公布了最新
一期的 25 人大名单，前皇马中
场伊利亚拉门迪首次入选，佩
德罗和德乌洛费乌也得以重返
国家队。让人意外的是，马塔与
卡西则依然被排除在了大名单
之外。

西班牙大名单：
门将：德赫亚（曼联）、雷纳

（那不勒斯）、里科（塞维利亚）
后卫：阿尔瓦（巴塞罗那）、

阿斯皮利奎塔（切尔西）、卡瓦
哈尔（皇马）、纳乔（皇马）、马丁
内斯（拜仁）、蒙雷亚尔（阿森
纳）、皮克（巴萨）、拉莫斯（皇
马）

中场：伊斯科（皇马）、蒂亚
戈（拜仁）、布斯克茨（巴萨）、伊
利亚拉门迪（皇家社会）、伊涅
斯塔（巴萨）、埃雷拉（曼联）、科
克（马竞）；

前 锋 ：阿 斯 帕 斯（ 塞 尔
塔）、迭戈·科斯塔（切尔西）、
德乌洛费乌（ AC 米兰）、比托
洛（塞维利亚）、大卫·席尔瓦

（曼城）、莫拉塔（皇马）、佩德
罗（切尔西）。

迪巴拉将接班梅西？

尽管迪巴拉在 3 月 19 日
尤文图斯客场对桑普多利亚的
比赛中受伤离场，但他仍将按
时返回阿根廷，备战南美区世
预赛。

迪巴拉的伤病并不严重，
只是肌肉拉伤，休息几天即可
恢复，尤文图斯教练组也不太
过分担心。迪巴拉仍有可能在
世预赛上出场。

阿根廷国家队主帅包萨
说：“阿根廷足球除了梅西，并
没有一个别的球员技术能力比
别人高出很多。但我认为迪巴
拉在两三年内会成为一个非常
令人恐惧的球员。”

“我会带他去世界杯，但我
看他现在还没有感觉到自己的
重要性……他还很腼腆。现在
迪巴拉已经24岁了，可不再是
18、19岁。我一直在试图给他鼓
劲，对我来说，迪巴拉是个非常
出色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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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7 日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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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锁定季后赛资格

北京时间 3 月 20 日，骑
士在客场以 125：120 击败湖
人，从而锁定了今年的季后
赛席位。

事实上，如果骑士队上
一场比赛在客场战胜快船
队，而勇士队在主场战胜雄
鹿队的话，骑士队就能提前
锁定季后赛席位。

然而骑士队却选择了轮
休三巨头，结果惨败给快船，
所以即便勇士队在主场大胜
雄鹿队，骑士队依然无法提
前锁定季后赛席位。

而决定骑士季后赛资格
的这场比赛，三巨头同时出
战，骑士队客场挑战湖人队，
虽然比赛中骑士队一度落后
两位数的分差，但是依靠三
巨头的爆发（合力得到 101
分），骑士队最终有惊无险地
拿下比赛。

这样一来，骑士队以 46
胜 23 负的战绩提前锁定一个
季后赛席位，他们成为了第
一支锁定季后赛席位的东部
球队。

纳尼因伤未入大名单

日前，葡萄牙主帅桑托斯
公布了新一期国家队大名单，
里斯本竞技席尔瓦与纳尼因伤
缺阵，基辅迪纳摩左后卫安图
内斯被本菲卡埃利赛乌取代。

与去年 11 月的大名单相
比，边锋纳尼因大腿肌肉的伤
势无缘大名单，阿德里安·席尔
瓦则因右膝问题缺席。替代阿
德里安的是穆蒂尼奥，如果他
可以在之后的比赛中出场两
次，将成为葡萄牙历史上出场
第五多的球员。

葡萄牙大名单：
门将：洛佩斯（里昂）、马拉

福纳（布拉沃）、帕特里西奥（葡
萄牙体育）

后卫：布鲁诺·阿尔维斯
（卡利亚里）、索阿雷斯（南安普
顿）、塞梅多（本菲卡）、坎塞洛

（瓦伦西亚）、丰特（西汉姆联）、
内托（泽尼特）、佩佩（皇马）、格
雷罗（多特蒙德）

中场：安德烈·戈麦斯（巴
塞罗那）、达尼洛（波尔图）、马
里奥（国际米兰）、穆蒂尼奥（摩
纳哥）、皮齐（本菲卡）、桑谢斯

（拜仁）、威廉·卡瓦略（葡萄牙
体育）

前锋：安德烈·席尔瓦（波
尔图）、贝尔纳多·席尔瓦（摩纳
哥）、C 罗（皇马）、埃德尔（里
尔）、马丁斯（葡萄牙体育）、夸
雷斯马（贝西克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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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荷兰

乐视体育

3月26日03:45
世预赛欧洲区B组
葡萄牙-匈牙利

CCTV-5

3月27日00:00
世预赛欧洲区C组
阿塞拜疆-德国

CCTV-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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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95 后太凶悍

28日，国足对阵伊朗的比
赛就要开始。伊朗目前的阵容
结构新老结合，后防线上有34
岁、代表国家队出战超过百场
的老将侯赛尼，中场由队长泰
穆里安领衔，多名攻击主力球
员则是“90后”，其中两位效力
于俄超强队罗斯托夫的“95后”
球员都值得国足重点关注。

1995 年出生的前锋阿兹蒙
有“伊朗梅西”之称，进球效率
恐怖，门前嗅觉好。另一位 1996
年出生的中场球员埃加托拉希
目前效力于罗斯托夫，是伊朗
队的主力后腰。

伊朗队是国足在亚洲的老
对手。从 1976 年的德黑兰亚洲
杯开始，两队在世界杯预选赛、
亚洲杯、亚运会、友谊赛一共交
手 21 场，伊朗队 11 胜 4 平 6
负，优势明显。

国际足球

巴塞罗那 4：2 瓦伦西亚
马德里竞技 3：1 塞维利亚

曼城 1：1 利物浦
门兴 0：1 拜仁慕尼黑
桑普 0：1 尤文图斯

米德尔斯堡 1：3 曼联
毕尔巴鄂 1：2 皇马

斯托克城 1：2 切尔西
西布朗 3：1 阿森纳

一周速览

NBA

湖人 120：125 骑士
马刺 118：102 国王
鹈鹕123：109森林狼
猛龙116：91步行者

76人105：99凯尔特人
篮网104：111小牛

A、B、C 组

D、E、F 组 G、H、I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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