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F 组积分榜组积分榜

排名 球队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净胜球 积分

1 日本 1 0 0 3 2 1 3

2 乌兹别克斯坦 1 0 0 2 1 1 3

3 土库曼斯坦 0 0 1 2 3 -1 0

4 阿曼 0 0 1 1 2 -1 0

0909AA
2019年1月10日 星期四责编 / 煊云 校对/ 娟妮

1月10日

19:00 巴林VS泰国（A组）

21:30 约旦VS叙利亚（B组）

1月11日

00:00 阿联酋VS印度（A组）

19:00 巴勒斯坦VS澳大利亚（B组）

21:30 菲律宾VS中国（C组）

今 明赛程

亚洲杯小组赛第二轮 1月11日 21:30 中国VS菲律宾（C组）

昨昨 日战报日战报
E组：沙特4：0朝鲜
F组：日本3：2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2：1阿曼

射射 手手 榜榜
（截至1月10日 00：00）

2球：桑利·切特里（印度）、梅赫迪·塔罗米
（伊朗）、大迫勇也（日本）

1球：于大宝（中国）、黄义助（韩国）、穆罕
纳德·阿里（伊拉克）、阮公凤（越南）、阿里·阿
德南·阿尔·塔梅米（伊拉克）、胡曼·塔里克·法
拉伊（伊拉克）、阿克力丁·伊斯莱洛夫（吉尔吉
斯斯坦）、阿斯坎·德贾加（伊朗）、萨达尔·阿兹
蒙（伊朗）、萨曼·古多斯（伊朗）、阿尼鲁德·塔帕
（印度）、莫哈梅德·阿尔·罗麦西（巴林）、当达（泰
国）、杰杰·拉尔佩克卢阿（印度）、阿纳斯·巴尼·
雅辛（约旦）、艾哈迈德·哈利尔（阿联酋）、萨勒
姆·阿尔达瓦萨里（沙特）、堂安律（日本）、阿尔
斯兰米拉特·阿玛诺夫（土库曼斯坦）、奥迪尔·
艾哈迈多夫（乌兹别克斯坦）、穆罕默德·阿尔·
法蒂尔（沙特）、法哈德·穆瓦拉德（沙特）、埃尔
多尔·绍穆罗多夫（乌兹别克斯坦）、穆桑·阿
尔·加萨尼（阿曼）、哈坦·巴赫布里（沙特）、阿
赫梅特·阿塔耶夫（土库曼斯坦）

近年来，国足与菲律宾共交
手6次，取得了全胜并打进45球仅
丢1球，这样一边倒的战绩看上去
取胜并不是问题，只是赢几个的
悬念。然而菲律宾首战仅以 0：1
小负韩国，并且埃里克森入主球
队后，迅速将菲律宾打造成一支
具备战斗力的球队，这将考验里
皮和他麾下的将士。

如今这支菲律宾队同两年前
以 1：8 惨败给国足的那支球队相
比，有了不少变化。一方面，球队
中有多达 21 名归化球员，绝非传
统的东南亚球队，实力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球队主帅埃里克森曾

执教广州富力、上海上
港，对中国足球以及中
国球员了解匪浅。这

支赛前公认的弱旅并非不堪一
击，国足要想取胜并顺利出线，还
得下一番功夫。

郑智的复出，对于国足来说
是一大利好消息。尽管郑智的回
归给球队吃了定心丸，但国足还
要解决攻防两端的诸多问题。武
磊一旦缺阵次战，无疑会给本就
乏力的锋线造成巨大损失。此
前，肖智和韦世豪也遭遇伤病，谁
来扮演解决问题的人，势必成为
国足次战的关键。

只有跨过菲律宾这一关，末轮
和韩国队的较量国足才有选择的
空间。进，可以和韩国队争夺小组
头名；退，可以轮换阵容出战，为淘
汰赛做准备。

本报综合消息

卸压之后，国足必须乘胜追击
同一个比赛日出战的三支亚洲杯新军，除

了也门以0：5不敌伊朗外，吉尔吉斯斯坦和菲律
宾的表现让外界惊讶，他们根本不像两支首次
打入亚洲杯正赛的球队。

吉尔吉斯斯坦被国足以2：1逆转战胜，菲律
宾则让夺冠头号热门韩国队以1：0小胜，就足以
看出他们的进步。新军们的表现，让外界感到惊
讶，而昔日被认为是亚洲三流球队的巴林、约旦、
巴勒斯坦、印度、越南，无论从比分还是从场面来
看，让外界已经无法区别亚洲二、三流球队。

谁在场上发挥更好，谁就有取得胜利的希
望，除了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以及首战爆冷的
澳大利亚之外，剩下的亚洲杯参赛球队实力并没

有明显差距。值得一提的是，进入亚
足联以来，澳大利亚的水平也就比传
统的亚洲二流球队略强那么一点。

亚洲杯开打之前，国足在多哈集训期间取得1
平1负的战绩，这也让国足在亚洲杯的前景被外界
看衰。国足在亚洲杯前的最后一场教学赛虽然取
胜，但防线失三球，再次让人提心吊胆。

表现不佳从而造成舆论压力，国脚们在前前
后后接受采访时都表达了外界给予他们的压力
太大。首战对垒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国足的卸压
之战，过程重要，但结果更重要，最终以 2：1 逆转
对手，对于国足来说却是相当重要。因为首战拿
到 3 分后，在次轮与菲律宾的对决，只要一个平局
就可以确保晋级。即便是落败，还有末轮和韩国
的较量托底，虽然国足从韩国队身上拿分的把握并
不大。

战平菲律宾就基本确保出线，战胜菲律宾则确
定排名小组前二（韩国在吉尔吉斯斯坦身上输球的
可能性极小）。首战在吉尔吉斯斯坦身上拿到的3
分，对于国足而言，完全可以卸下赛前的压力，当
然，国脚们无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这才是外界发
愁的地方。幸运的是，国足没有被压力压垮，尽管
没有将压力变成动力，但好歹拿到了3分。

出线基本没有悬念的情况下，对垒菲律宾至少
可以以平常心去对待，只要有颗平常心，发
挥出正常水平，以国足超过对手的实力，取
胜应在情理之中。

强弱分明？ 亚洲杯已无鱼腩

亚洲杯前四个比赛日，除了伊朗和沙特拿出了夺冠热
门的表现外，出现的冷门不少，尽管扩军，但已无绝对意义
的鱼腩。国足在首战艰难拿下吉尔吉斯斯坦取得开门红
后，为出线打下基础，但曾经被国足血洗的菲律宾，却让外
界眼前一亮，里家军能否乘胜追击提前拿到晋级权？

取胜=卸下压力 国足乘胜追击

菲律宾不足惧？ 千万别轻敌

新华社阿布扎比1月9日电（记者树文 苏小
坡）强队不强、弱队不弱成为本届亚洲杯的主旋
律。9日的阿布扎比纳扬体育场，土库曼斯坦队也
差一点从世界杯16强球队日本队身上抢到分数，
他们一度领先，最后也仅以2：3小负一球。

土库曼斯坦队员阿马诺夫在第 26 分钟打出
一脚30多米开外的世界波，率先攻破了日本队大
门，并将1：0领先保持到上半场结束，让人目瞪口
呆。赛前，舆论普遍认为，亚洲豪强日本队将取得
一场轻松胜利，但是，以汗血宝马闻名的土库曼斯
坦差一点扮演了黑马的角色。

日本队在下半场完成了逆转，依靠细腻的传
导，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射门机会，凭借大迫勇也的
两次破门和钟堂安律的转身抽射，日本队总算以
3：1领先。可是土库曼斯坦在第79分钟一次反击
中，日本队守门员扑倒土库曼斯坦前锋安纳杜尔
季耶夫被判罚点球，阿塔耶夫打门成功，又扳回一
球。最后阶段，土库曼斯坦围攻日本球门，但体力
和技术上的劣势使他们无力回天。

在本组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乌兹别克斯
坦以2：1击败阿曼。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 月 9
日，韩国足协在其官网上公布了寄诚
庸的伤势，这位英超球星右腿腿筋受
伤预计休养一周，但他可以赶得上对
阵国足的比赛。

在亚洲杯首轮与菲律宾的比赛
中，寄诚庸在下半场被黄仁范换下，
赛后证实是右腿受伤。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9日，据亚
足联官网消息，叙利亚中场主力奥萨马·奥
马里在亚洲杯首战中受伤被换下场，随后被
诊断为前十字韧带断裂，需要6个月时间的
治疗和康复，这也就意味着他提前退出了本
届亚洲杯。尤瑟夫·卡尔法很可能在接下来
的比赛中替代奥萨马·奥马。

奥萨马·奥马里的离开，对于目前的叙利
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首轮和巴勒斯坦的比
赛，叙利亚仅以0：0战平对手拿到1分。第二轮
他们将面对以1：0爆冷击败了卫冕冠军澳大利
亚的约旦，最后一轮则会对垒澳大利亚。因此
叙利亚要想出线，未来两场比赛不容有失。

作为叙利亚的绝对主力，奥萨马·奥马
里在亚洲杯前的热身赛面对阿曼的较量中，
曾经为叙利亚取得进球。随着奥萨马·奥马
里因伤退出亚洲杯，首场比赛顶替奥萨马·
奥马里登场的尤瑟夫·卡尔法，将有望在接
下来的比赛中成为主力。

本届亚洲杯开始前，包括夺冠热门球队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伊朗，都有绝对主力
因伤无缘名单，在首轮比赛中，韩国队长寄
诚庸出现伤病，但相比之下，奥萨马·奥马里
前十字韧带撕裂的伤
势更为严重。

叙利亚主力

因伤因伤退出退出亚洲杯

韩国足协宣布

寄诚庸有望出战寄诚庸有望出战国足国足

日本勉强击败土库曼斯坦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9
日，国足继续在阿布扎比备战亚洲
杯第二场比赛，虽然首战获胜让国
足卸下肩上重担，但球队依旧受到
伤病困扰，肖智、
韦世豪仍然无法
参 加 全 队 合 练 。
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两人在第二场比赛中出场的可
能性并不大。

除此之外，武磊和张呈栋也于8
日分别做了核磁共振检查，武磊左
肩韧带拉伤，张呈栋则没有太大问

题。在 9 日的训练中，武磊即使在
跑步中仍然时不时揉一揉自己的肩
膀，由此可以看出，武磊的伤势对他
还是有一定影响。

对于武磊
能否参加第二
场比赛，国足
也在观察中，

毕竟菲律宾的实力不算太强，如果
国足把目标放在淘汰赛走得更远，
那也不排除让武磊先休息一场，以
免加重伤势。

国足仍受伤病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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