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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12月5日电（记者苏斌）巴黎圣日
耳曼5日在法甲联赛第16轮中客场以1：1战平斯特
拉斯堡，赛季开局14连胜后近期遭遇两连平。里昂
在主场以0：2不敌雷恩，最近九场各项赛事不败的
纪录就此画上句号。

对于巴黎圣日耳曼而言，斯特拉斯堡并不好对
付，上赛季“大巴黎”就曾在对手身上吃到赛季首
败。此番再度相遇，巴黎圣日耳曼率先丢球，第40
分钟，主裁判通过视频助理裁判（VAR）系统认定科
雷尔禁区内手球犯规，拉拉点球一蹴而就。

巴西球星内马尔因伤缺阵，巴黎圣日耳曼的进
攻组织受到较大影响。主教练图赫尔在下半场一
开始就派姆巴佩登场，这位在今年“金球奖”评选中
位列第四的法国新星第71分钟被对方进球功臣拉
拉在禁区内放倒，卡瓦尼同样以点球的方式为“大
巴黎”扳平比分。

尽管连续两轮收获平局，“大巴黎”仍延续本赛
季联赛不败纪录，目前他们领先位列第二的里尔14
分。在本周末主场迎战蒙彼利埃的比赛出于安全
考虑被延期进行后，巴黎圣日耳曼将精力放在下周
中客场与贝尔格莱德红星的欧冠赛事上。

新华社伦敦12月5日电 阿森纳5日宣布，因跟
腱断裂告别了七个月之久的队长科斯切尔尼终于在
赛事频繁的时期回归阿森纳，而8日他能否在对哈
德斯菲尔德的英超比赛中出场，还要看最近两天他
的身体状况评估。

33岁的后卫科斯切尔尼今年5月在与马德里竞
技的欧联杯半决赛中跟腱断裂，遗憾地错过了法国
队在俄罗斯世界杯上的胜利。4日他已经在对朴次
茅斯的一场杯赛中上场85分钟，经检查恢复状况良
好。但阿森纳表示，与哈德斯菲尔德一战之前，他还
将接受进一步身体状况评估。

又讯 北京时间12月6日凌晨进行的西班牙国
王杯第四轮次回合较量中，卫冕冠军巴萨坐镇主场
迎战莱昂内萨。在首回合比赛中，巴萨凭借朗格莱
的进球绝杀对手。本场比赛上半场，穆尼尔、丹尼
斯·苏亚雷斯和马尔科姆先后破门，巴萨以三球领
先。下半场，塞涅为莱昂内萨扳回一球。小将普吉
替补送出助攻，丹尼斯·苏亚雷斯再下一城。巴萨最
终在主场以4：1大胜莱昂内萨，从而以总比分5：1淘
汰对手，闯入国王杯16强。

新华社堪培拉12月6日电（记者岳东
兴）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杯抽签仪式即将
进行。志在创造历史的澳大利亚女足也在
密切关注可能的分组形势，前国脚埃米·达
根在6日就做出了分析。

达根是前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的后
卫，她于6日在澳足协官网表示，对目前这
支在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前六的澳国
家队充满信心，认为她们在世界杯上“不惧
怕任何对手”。

抽签仪式将于 12 月 8 日在巴黎举行。
国际足联在官网解释了规则：12 月 7 日公
布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24支参赛队伍将

根据届时的排名高低分成四个档次，每个
档次六支球队。

在随后一天的抽签仪式上，每个档次
的六队将被放到每个档次对应的抽签容器
内，随后组织者按照抽签规则，从第一档次
开始，先抽出这六个球队在六个小组的位
置，之后依次抽出二、三、四档的球队。

对此，达根分析说，虽然排名7日更新，
但世界前六球队不会有太大变化，所以澳
大利亚队将与美国、德国、英格兰、东道主
法国以及加拿大队进入到第一档的抽签容
器中。

“这保证我们可以在小组中避开这些

强队。”她说。
此外，达根预测，第二档的球队几乎可

以确定将包括巴西、瑞典、荷兰、日本、西班
牙以及挪威队。

“澳大利亚队在小组赛中最具威胁的
对手将从这六队中产生。”她说。同时，她
表示，“很幸运我们肯定不会和日本队分在
一组”，因为两队同属亚足联，抽签时将按
照回避原则避开。

同样，可能位于第三档的中国女足，也
不会抽到与澳大利亚或日本队同组。达根
在谈到第三档可能遇到的对手时说，这些
球队都有不俗的实力。

不过，达根认为一年多来进步很大的
澳大利亚队，有望在明年世界杯上创造佳
绩。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2月5日电
（记者赵焱 陈威华）据巴西环球体育
网5日报道，巴西米内罗竞技俱乐部
主席近日与在山东鲁能效力的塔尔
德利进行了接触，希望他回到巴西踢
球，但塔尔德利并未表现出兴趣。

报道说，米内罗竞技俱乐部主席
塞切·卡马拉通过与塔尔德利私交很
好的共同朋友找到塔尔德利，但是塔
尔德利的回答是：“我在中国非常愉
快，我的家庭也更愿意留在中国，现
在有三个中国俱乐部向我伸出橄榄

枝。”
现年33岁的塔尔德利与山东鲁

能的合同已满，但在明年将为哪支球
队效力还没有确定。

虽然塔尔德利已经表示出自己
留在中国的意愿，但米内罗竞技强
调，俱乐部的“大门继续为他敞开”，
他如果改变主意，可以随时回来。

塔尔德利在赴中国踢球前曾是
米内罗竞技的偶像级球星，2013 年
为该队夺得南美解放者杯，2014 年
获得巴西杯冠军。

新华社伦敦12月5日电 5日，在英超联赛第15
轮比赛中，利物浦在客场以3：1击败伯恩利，积39分
占据积分榜次席。曼联在以2：2战平阿森纳后，持
续不胜排名已滑至第八。

作为本轮的焦点之战，曼联与阿森纳的激战
引人瞩目。曼联主帅穆里尼奥“出于技战术安
排”的原因，让大将博格巴和卢卡库双双坐板
凳。曼联最终连续 4 轮不胜，积 23 分排名第八，
阿森纳则积 31 分追平切尔西排名第五。热刺则
以 3：1 战胜南安普敦之后，积分达 33 分，反超切
尔西占据第三。

又讯 北京时间12月6日消息，据外电报道，目
前在英超积分榜上排名倒数第三的南安普敦解雇了
马克·休斯之后，请来了前莱比锡主教练哈森许特尔

“救场”，南安普敦与这位德甲名帅签约至2021年。
51岁的哈森许特尔在2016年接手德甲莱比锡，

当赛季就带领队伍在德甲联赛中名列第二，本赛季
排名第六。但在5月他未能和俱乐部就新合约达成
一致，因此提前解约离开球队。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2 月 9 日凌晨，切尔
西将在主场迎战曼城，这是很有可能影响到本赛
季切尔西在联赛排名的一场关键战，因此在周中
对阵升班马狼队的比赛中，切尔西自然希望用一
场胜利来备战和曼城的交锋。凭借奇克的进球早
早获得领先切尔西，似乎看到了拿到三分的希望，
然而狼队在三分钟内连续打入两球完成逆转，切
尔西最终吃到本赛季第二场失利。两周前，切尔
西紧随曼城和利物浦处在第一集团，如今蓝军的
前四位置已经岌岌可危。

正是考虑到本周末要对阵强敌曼城，加上对手
狼队已经六轮不胜，萨里对首发阵容进行了大幅度
调整，一口气轮换了五人。开场后，切尔西迅速控制
了场面，传控都占据上风，就在奇克进球后，切尔西
却没能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在进入下半场后风云
突变，切尔西连续犯错，克里斯滕森和威廉两个致命
的失误导致切尔西处于劣势。被逆转后切尔西不仅
状态没有起色，反而越来越低迷，若不是狼队把握机
会能力太差，切尔西恐怕还要继续丢球。最终狼队
在主场爆冷击败切尔西，这是他们在联赛第二次击
败切尔西。

此役过后，切尔西被本轮获胜的热刺反超，落至
积分榜第四位，仅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力压阿森纳。
从之前的12轮不败，到如今的3轮2败，切尔西的下
滑速度出人意料，萨里的球队到底出现了怎样的问
题？

在进攻端，作为球队核心的阿扎尔已经是连续
七场比赛未能在各项赛事中为切尔西破门，莫拉塔
始终难堪大任，吉鲁的表现也很不稳定。最近几场
比赛，切尔西的一大问题就是在领先时难以杀死比
赛。在防守上，阿隆索已经看不到赛季初的凶猛，本
场轮换出场的克里斯滕森也是屡次犯错。

究其原因，还是萨里的轮换策略出现了问题。
在对阵狼队的比赛后，切尔西目前仍有凯帕和阿斯
皮利奎塔两位球员打满了本赛季英超的每一分钟，
而榜首两强曼城和利物浦都只有门将打满全部比
赛。除了这两位球员外，切尔西还有阿隆索、坎特和
吕迪格是场场首发，再算上此役休息的若日尼奥和
路易斯，也就是说切尔西在每场比赛的首发球员有
一大半是不改变的。

在阵容厚度上，切尔西确实难以和曼城、利物浦
相比，但萨里一直使用这样的首发阵容带来的后果
就是主力越发疲惫，状态下滑就不可能避免。在欧
联杯上，切尔西已经五连胜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
但即使在对手实力较弱的赛事中，阿扎尔和坎特也
都有过首发的经历，萨里对轮换阵容的使用有待商
榷。最重要的是，在联赛中萨里的整体框架始终没
有大的改变，在如此激烈的对抗中更是没有合理分
配球员的体力。

两场失利让切尔西几乎已经无缘争冠，和榜首
曼城的差距已经达到10分，落后利物浦也已经有8
分之多。如今切尔西更应该考虑的是怎么追上热刺
和甩开身后的追兵，阿森纳从赛季初的两连败到现
在13场联赛不败，以现在的状态，切尔西在本周末
战曼城恐怕凶多吉少，而更令萨里担忧的是，更加艰
难的圣诞赛程也越来越近，从来没经历过这样密集
赛事的萨里将如何做出应对，现在看来要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

英超
12月8日
20:30 伯恩茅斯VS利物浦
23:00 曼联VS富勒姆
23:00 阿森纳VS哈德斯菲尔德
12月9日
01:30 切尔西VS曼城
03:45 莱斯特城VS热刺

西甲
12月8日
20:00 马德里竞技VS阿拉维斯
23:15 瓦伦西亚VS塞维利亚
12月9日
03:45 西班牙人VS巴塞罗那

23:15 韦斯卡VS皇家马德里
意甲

12月8日
03:30 尤文图斯VS国际米兰
22:00 那不勒斯VS弗罗西诺内
12月9日
01:00 卡利亚里VS罗马
12月10日
03:30 AC米兰VS都灵

德甲
12月8日
22:30 沙尔克04VS多特蒙德
22:30 拜仁慕尼黑VS纽伦堡
22:30 勒沃库森VS奥格斯堡

蓝军遇危机战曼城恐凶多吉少
英超第16轮 12月9日 01:30 切尔西VS曼城

12月8日 03:30 尤文图斯VS国际米兰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2月8
日凌晨，意甲联赛第15轮将迎来首场
意大利国家德比，尤文图斯将在主场
迎战国际米兰。本赛季尤文图斯三
线飘红，联赛更是未尝败绩；而国际
米兰遭遇双线压力，球队即将在下
周中面临欧冠生死战。本赛季，尤
文图斯在联赛中先后击败劲敌拉齐
奥、那不勒斯、AC 米兰，如今再遇劲
敌国米，斑马军团能否继续取得连
胜？

意大利国家德比从来不会缺少
话题，本场比赛也是意甲两大顶级前
锋的直接对抗，伊卡尔迪能否再次在
关键战役中取得进球也是一大看点，
关于C罗，我们已经无需多言。从双
方备战情况来看，尤文图斯更占优
势，他们没有来自欧冠赛场的压力，
而国际米兰无论是欧冠还是联赛争
夺都十分激烈，双方在不同的压力下
爆发出的能量亦是未知。在战术层
面上，尤文图斯无疑是更具有控制比
赛节奏能力的球队，但也要切记不可
松懈。国际米兰在边路的突击是他

们的主要进攻手段之一，当然还有伊
卡尔迪在前场的支点作用，不过本赛
季他们也有些攻强守弱的小毛病。
此外，纳因戈兰能否及时回归是国际
米兰最大的变数，作为中场战术体系
中重要的一员，纳因戈兰对于攻防的
帮助非常明显，而主帅斯帕莱蒂被球
迷们“嫌弃”的临场能力也是本场比
赛的一个节奏点。

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尤文图斯
主帅阿莱格里认为，本场比赛的重要
性还不如下周中的欧冠最后一轮小
组赛。

谈及与国际米兰的交锋，阿莱格
里说：“与国米的比赛，不管是什么时
候，积分榜名次如何，都将是一场吸
引眼球的对决，国米技术很强，伊卡
尔迪有终结比赛的能力。国米和那
不勒斯是本赛季我们争夺意甲冠军
的主要竞争对手，与这样的球队比赛
不需要动员，但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
比赛要踢，下周中进行的欧冠小组赛
更加重要，因为我们要争取以小组第
一出线。”

C罗明晨首战意大利国家德比

巴西媒体透露：塔尔德利希望继续留在中国

女足世界杯抽签在即 澳前国脚预判分组形势

战平阿森纳

曼联排名下滑至第八

法法甲甲：：

巴黎圣日耳曼遭遇两连平

科斯切尔尼伤愈复出

周末看台周末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