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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刀推荐

太阳势不可挡，灰熊想赢要靠心理战

老鹰 VS 太阳
比赛时间：1月14日 10:00
盘口预测：太阳-6.0

太阳目前成绩为7胜4负，排在

西部第三位，上一场比赛107比128
输给奇才，其首发是保罗、布克、艾

顿、布里奇斯和克劳德。 老鹰目前

成绩为5胜5负， 排在东部第八位，

上一场比赛 112比 94战胜费城 76
人， 其首发是特雷杨、 雷迪什、亨

特、科林斯以及卡佩拉。

本场比赛预计太阳让6分左右，

太阳本赛季赢球则赢盘输球则输

盘， 球队在经过三个连续客场后回

到凤凰城体力得到了很好地恢复，

太阳本赛季还没有遭遇连败， 预计

本场反弹收获一场胜利的可能很

大。保罗打关键战能力很强，他会把

握住机会率领球队取得胜利。

老鹰虽然上一场战胜76人，对

对手的残阵，而在之前老鹰遭遇四

连败，球队状态十分糟糕。 老鹰的

问题是特雷杨持球影响了球队的

进攻，内线的科林斯和卡佩拉都得

不到出手机会，对此科林斯也质疑

了球队的打法。 本场比赛太阳已经

调整好状态重新走回正轨，老鹰这

边特雷杨打法对球队伤害太大，他

很难串联起球队，看好太阳赢球赢

盘。

灰熊 VS 森林狼
比赛时间：1月14日 09:00
盘口预测：灰熊+4.0

森林狼目前成绩为3胜7负，排

在西部第15位， 上一场比赛主场96
比88胜马刺，其首发是拉塞尔、卡尔

弗、比斯利、戴维斯以及埃尔南戈麦

斯。 灰熊目前成绩为4胜6负，排在西

部第13位，上一场比赛客场101比91
胜骑士，其首发是布鲁克斯、琼斯、

安德森、克拉克以及瓦兰修纳斯。

预计本场比赛森林狼让4分左
右，森林狼这边唐斯本场应该可以出

战， 这将提升森林狼的内线实力，唐

斯回归后森林狼的攻防就可以提升

一个档次，他和外线的拉塞尔就可以

打出配合。 但是森林狼替补表现不

是很好，“状元” 爱德华兹在上一场

对阵马刺的比赛里8投0中状态低迷，

森林狼现在缺少好的替补球员。

灰熊方面主将莫兰特， 杰克逊

都缺战，球队现在缺兵少将，但灰熊

依然打得十分顽强， 最近两场分别

战胜篮网和骑士取得两连胜， 可见

即便灰熊主将缺战也依然有很强的

战斗力。 本场森林狼取胜欲望很强，

但可能事与愿违， 灰熊可利用对手

的急躁心态耐心和对手周旋， 本场

比赛看好灰熊赢球赢盘。

火箭动力不足，黄蜂对轰独行侠赢盘

湖人 VS 火箭
比赛时间：1月13日 09:00
盘口预测：湖人-5.0

火箭目前成绩为3胜5负，排名西

部第14位； 湖人目前成绩为8胜3负，

排名西部第一位。 上一场比赛火箭

102比120输给湖人， 火箭首发是哈

登，沃尔，塔克，努瓦巴，伍德，其首发

是施罗德、波普、詹姆斯、戴维斯和加

索尔。

本场比赛预计火箭受让5分左
右，沃尔因为偏头疼缺席了球队的训

练本场比赛上阵成疑，豪斯则是继续

缺战因此火箭人员不整。

上一场比赛火箭让哈登打无球，

这也是火箭在战术上的改变，在上一

场比赛垃圾时间里火箭也演练了没

有哈登的阵容。

湖人伤病没有火箭严重， 詹姆

斯、戴维斯等球员都会出战，湖人在

内线的优势太大了，上一场比赛戴维

斯上半场8投8中，得到21分，他把火

箭内线搅得天翻地覆，火箭没有球员

能够限制戴维斯的发挥。

湖人最大的优势是内线，对此火

箭无法阻挡，火箭现在状态不稳哈登

表现也比较低迷，而且哈登也没有率

队赢球的心气，本场火箭还会延续上

一场的低迷状态，还是会大比分输给

湖人输球输盘。

独行侠 VS 黄蜂
比赛时间：1月14日 08:00
盘口预测：黄蜂+2.0

黄蜂目前成绩为 6胜 5负 ，排

在东部第六位 ，上意场比赛主场

109比 88胜尼克斯 。其首发是格雷

厄姆 、罗齐尔 、海沃德 、华盛顿以

及比永博 。 独行侠目前成绩为 5
胜 4负 ，排在西部第七位 ，上一场

比赛主场 112比 98胜魔术 ，其首发

是约什格林 、哈达威 、东契奇 、克

勒贝尔以及斯坦 。

本场比赛预计黄蜂受让 2分
左右 ， 黄蜂在去年 12月 31日曾客
场 118比 99战胜独行侠 ，那场比赛

东契奇只得到12分和5次助攻 ，本

场比赛黄蜂只要限制住东契奇 ，

他们就有很大可能赢得胜利 。

黄 蜂 现 在 四 连 胜 并 全 部 赢

盘 ，黄蜂现在的状态非常好 ，海

沃 德 也 承担球队进攻核心的作

用 ，鲍尔也有出色的发挥 。 独行

侠方面最近已经取得了三连胜 ，

球队最近表现也不错 ，不过理查

德森和鲍威尔的缺 战 对 球 队 还

会有一定影响 ， 如果 没 有 人 给

东契奇更多支持 ， 独 行 侠 想 赢

球有点难 。

本场比赛黄蜂可以限制东契

奇 ， 如此黄蜂赢球的可能较大 ，

本场看好黄蜂赢球赢盘 。

龙龙推荐

本周中足球胜负
彩“14选9?再次进入
间歇期， 我们将为购
彩者带来周四的精选
场次， 并调整为半全
场分析、比分预测。本
期推荐四场比赛分别
有2场英超、1场西超
杯和1场英冠。

周四竞彩重点场次分析———

巴萨让球过浅，热刺赢球输盘

曼城 VS 布赖顿
半/全场推荐：胜/平
进球数推荐：2、4
比分预测：1比1 2比2

曼城上周经历了一周双赛，先是
在英联杯中2比0完胜同城死敌曼联晋
级，周末又在足总杯中主场3比0横扫英
冠球队伯明翰晋级下一轮，近期迎来一
波六连胜，随着赛程深入，状态越战越
勇。此前被确诊新冠肺炎的边锋费兰托
雷斯、门将埃德森和小将多伊尔最新检
测转阴，都已经回归一线队训练。
布赖顿上周末足总杯第三轮与纽

波特激战120分钟不分胜负，最终点球
大战打到第七轮才艰难击败对手晋
级，球队上一轮联赛主场3比3战平狼
队更是跌宕起伏，连续八轮未尝胜绩，
目前仅积14分排名倒数第四，只比降

级区内的富勒姆高出3分，保级形势不
容乐观。主力后腰上一场比赛中犯规
领到本季第五张黄牌，本轮停赛无法
出战，这对于中场防守来说是一大损
失，前锋韦尔贝克，中场拉拉纳以及后
卫兰普泰都有伤在身，阵容不整。
数据统计显示，曼城在与布莱顿

交手中完全占据上风，最近七次全部
获胜，总共打入21球，只丢了两个球，
海鸥军团征战英超的这三个赛季全部
被双杀。初盘主让两球，大小球给到了
三球三球半，感觉客队有球，曼城连胜
势头恐怕受阻。

皇家社会 VS 巴塞罗那
半/全场推荐：平/负
进球数推荐：3
比分预测：1比2

皇家社会上一轮客场2比3不敌塞
维利亚，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最终输球
颇为可惜，球队最近九轮联赛只赢下
一场，相比赛季初状态明显下滑，联赛
排名也已经跌至第五位。缺席最近两
场比赛的主力左后卫蒙雷亚尔在周末
恢复参加了合练，入选本场大名单，不
过进攻核心大卫·席尔瓦和后卫埃卢
斯通多仍然赶不上参加这场比赛。
巴塞罗那上周末客场4比0横扫格

拉纳达，连续三场做客全部取得胜利，
目前在少赛三轮的情况下落后马德里
竞技4分，与皇马之间只剩3分差距，重
燃夺冠希望，而且球队18轮联赛一共
打进37球，场均进球数超过两个，西甲

最多。梅西上一场比赛在第65分钟时
因为肌肉不适被换下场，不过根据《马
卡报》的消息，阿根廷球星已经恢复训
练，出战西班牙超级杯不成问题，主力
中卫联赛停赛正好获得轮休，小将莫
里巴继续入选本场大名单，赛前热身
右大腿肌肉不适的阿劳霍也已经没有
问题。
两队在第19轮联赛中已经有过交

手，当时巴塞罗那主场2比1逆转皇家
社会全取3分，此番易地再战，巴萨初
盘仍能让出半球，受注后更是升到半
球/一球，盘口相当坚挺，对于近期状
态出色的客队倾向明显，竞彩客胜初
赔1.55，远低于欧洲平均赔率，客胜跑
出问题不大。

布伦特福德 VS 布里斯托尔城
半/全场推荐：胜/胜
进球数推荐：2
比分预测：2比0

布伦特福德英联杯半决赛中0比2
不敌托特纳姆热刺出局，上一轮足总
杯主场2比1力克米德尔斯堡晋级下一
轮，联赛中已经连续15轮保持不败，最
近收获三连胜，整体状态相当不错。主
场迎来一波四连胜，场均进球数达到
两个，相比之前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
不过主帅弗兰克在一周前感染新冠肺
炎，虽然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处于单独
居家隔离状态，本场也无法到场指挥。
布里斯托尔城上周末足总杯主场

2比1险胜朴茨茅斯晋级，不过最近五

轮联赛足足输了四场，状态比较低迷，
此前相当出色的客场战绩最近也遭遇
了三连败。初盘主让半球/一球，即时
已经升至一球，上盘接近满水状态，竞
彩主胜初赔只给了1.43，平负都紧跟欧
赔平均值，防范意图不大。

热刺 VS 富勒姆
半/全场推荐：平/胜
进球数推荐：1
比分预测：1比0

热刺三线作战迎来一波三连胜，
英联杯与曼城会师决赛，足总杯也轻

松晋级，联赛时隔四轮重回胜轨，一切
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球队目前在少
赛一轮的情况下，只落后领头羊利物
浦4分。
富勒姆之前因为队内新冠肺炎病

例暴发，与伯恩利的比赛推迟，全队都
处于隔离状态，上周末足总杯才恢复
正常，他们在加时赛中连进两球淘汰
了英冠球队女王公园巡游者，晋级下
一轮。球队将在三天内接连对阵热刺
和切尔西，伦敦德比相继上演，对这支
处于降级区内的升班马来说是莫大的
考验。初盘主让一球/球半，本场看好
主队赢球输盘一球小胜。

特约记者 胡鑫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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