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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军 6 球惨败被钉上耻辱柱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
时间 2 月 11 日凌晨，英超
第 26 轮上演一场焦点战，
双蓝会曼城与切尔西的比
赛完全成了一边倒。
“蓝月
亮”主场 6：0 狂屠“蓝军”，
阿奎罗更是上演了帽子戏
法。先赛 1 轮的曼城拿到
联 赛 3 连 胜 后 ，积 分 达 到
65 分追平利物浦，蓝月亮
以净胜球优势暂居榜首。
切尔西联赛客场三连败后
退出前四。
阿奎罗与曼城的发飙
意味着切尔西有多么难
堪，算上第 24 轮 0：4 输给
伯恩茅斯，切尔西已经连
续两个客场被打入 4 个以
上的进球。上一次他们在
英格兰顶级联赛连续客场
丢 4 球 ，还 要 追 溯 到 1990
年 12 月，此外，0：6 的比分是切尔西 29 年来最惨痛
的失败。上一次他们以 0：6 或更惨的比分输球，还
要追溯到 1991 年 4 月 0：7 输给诺丁汉森林。
崩盘：
25 分钟比赛失去悬念
原本被认为是一场精彩对决，可仅仅踢了 25
分钟就失去悬念。从开场切尔西的防线就漏洞百
出，4 分钟就被斯特林大力推射破门，曼城取得梦幻
开局。第 13 分钟，阿奎罗的弧线远射将比分改写为
2：0。6 分钟后，巴西中卫路易斯的头球解围没顶
远，巴克利头球回顶禁区变成乌龙助攻，阿奎罗门
前低射得手，3：0。第 25 分钟，京多安弧顶处的弧线
球低射再次得手。下半时，依然是曼城占据主动。
第 56 分钟，斯特林强行抹入禁区被阿兹皮利奎塔踢
倒，主裁判判罚点球，阿奎罗主罚一蹴而就完成帽
子戏法。第 80 分钟，替补出场的席尔瓦分球，津琴
科左路插上第一时间倒三角传球，斯特林门前巧
射，梅开二度。
整场比赛，曼城 55.9%比 44.1%的控球率，9：4 的
射正数，几乎各个环节都完全压制住了切尔西。切
尔西整场比赛毫无机会，
也缺乏赢球的欲望，
焦点战
成了一边倒。

大连一方宣布崔康熙出任主帅

罗也是完胜。伊瓜因刚刚在冬季转会窗从米兰来
到伦敦。本场比赛，阿奎罗在曼城队参与进球数量
达到了 200 个，成为了英超历史上第六位能够在同
一家俱乐部达到这个成就的球员。另外五人分别
是曼联的鲁尼、曼联的吉格斯、切尔西的兰帕德、阿
森纳的亨利、利物浦的杰拉德。
问责:主帅萨里变革失败

0：2 负阿森纳、0：4 负伯恩茅斯、5：0 胜哈德斯菲
尔德、0：6 负曼城。最近四轮，切尔西过山车的表现
令人瞠目结舌。3 场失利更是惊人的一球未进，净
负 12 球。意大利主帅萨里显然难辞其咎。
如今的切尔西球迷都在倒戈,呼吁萨里下课。
虽然上轮球队 5：0 大胜为萨里和为切尔西争取到了
喘息的时间，但 2 月 11 日凌晨这场 0：6 的惨败，让人
感到球队失控。在冬窗签入伊瓜因之后，蓝军希望
阿扎尔能够与小烟枪找到默契，但现在就可以得出
的结论是，切尔西的两名世界级球员阿扎尔和坎特
本赛季都发现自己不得不在战术上做出妥协。很
多权威人士认为，坎特肯定是世界上最好的防守型
后幺，然而，萨里的选择是，
为了给若日尼奥让位，
萨
里让坎特改打右中场。原因在于，若日尼奥更能体
现萨里的战术哲学。结果切尔西的防线犹如漏勺，
戴帽：
阿奎罗追平希勒纪录
如今球队的排名也跌出了前四。切尔西之前也有过
本场比赛发挥最亮眼的无疑又是阿奎罗。阿 类似的举动，他们一度签入了战术风格颇为时髦的
根廷前锋在英超上演了第 11 次帽子戏法，他就此追 博阿斯执教，试图让球队换一种更受球迷喜欢的战
平了阿兰·希勒创造的英超帽子戏法纪录。对于阿 术风格。但最后证明，博阿斯引领的是一场失败的
奎罗来说，超越阿兰·希勒的 11 次，只是时间问题。 变革。
阿奎罗也成为了英超历史上第五位在连续两个主
二月接下来的赛程里，切尔西还要在英超联赛
场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上一位要追溯到 2010 年的 中对阵曼联和热刺，足总杯打第五轮比赛和联赛杯
德罗巴。
决赛。如果这些比赛依然不能改观，萨里恐怕要交
此外，在与阿根廷队友伊瓜因的比拼中，阿奎 出教鞭。

本报综合消息 西
甲第 23 轮 2 月 11 日凌
晨上演焦点战，
“领头
羊”巴塞罗那客场与毕尔巴鄂互交白卷，在联赛遭
遇两连平。巴萨原本领先劲敌皇家马德里 10 分，
皇马在连胜后把对巴萨的差距缩小到 6 分，排名第
三的马德里竞技比巴萨落后 7 分。
梅西、苏亚雷斯、库蒂尼奥 2 月 11 日凌晨组成
豪华三叉戟，可是三大巨星没有呈现很好的状态，
上一场在西班牙国王杯半决赛首回合主场与皇马
战成 1 比 1，全队消耗很大。巴萨有三次疑似点球
机会，但是主裁判德尔塞罗都没有作出判罚。在

伤停补时最后时刻，巴萨左后卫塞梅多突入禁区
被毕尔巴鄂中卫阿尔瓦雷斯放倒，德尔塞罗听取
了视频助理裁判的意见后没有吹点球，这次判罚
的争议最大。
梅西上一场在西班牙国家德比替补出场，2 月
11 日凌晨重新获得首发机会。巴萨主帅巴尔韦德
赛后表示：
“ 梅西很好，已经百分之百地恢复了。
我们确实遇到了困难，不过既然他能上场，就说明
他已经恢复了。
”

新华社罗马 2 月
10 日电（黎梦青）意大
利足球甲级联赛 10 日
结束第 23 轮的全部比
赛。尤文图斯客场 3:0 大胜萨索洛；AC 米兰主场
3:0 击败卡利亚里，重回积分榜前四。
在萨索洛对阵尤文图斯的比赛中，开场仅 3 分
钟，萨索洛的久里契奇抢断鲁加尼后带球突入禁
区，什琴斯尼冒险出击破坏单刀，久里契奇倒地，
裁判在观看视频回放后并未判罚点球。第 23 分
钟，克·罗纳尔多（C 罗）禁区前沿得球后大力轰门
被门将扑出，赫迪拉门前补射得手，尤文图斯打破
僵局。第 70 分钟，皮亚尼奇将角球开出，C 罗高高
跃起头球抢点破门，尤文再下一城。第 86 分钟，刚
刚替补上场的迪巴拉在前场将球传给 C 罗，C 罗
随即将球分至禁区左侧，埃姆雷·詹从后面插上低

射破门，为尤文图斯锁定胜局。尤文本轮轻取 3
分，
领先积分榜第二名那不勒斯 11 分。
米兰迎战卡利亚里的比赛中，第 13 分钟，苏索
禁区得球兜射远角，球被门将克拉尼奥扑出后打
在后卫切皮泰利手臂上弹入网内，卡利亚里自摆
乌龙。第 22 分钟，卡拉布里亚右路起球传中，帕奎
塔后点迅速插上推射破门，斩获自己的意甲处子
球，米兰扩大领先优势。第 62 分钟，米兰后场将球
传至对方禁区前沿，克拉尼奥在皮扬特克拿球前
出击将球扑出，恰尔汗奥卢跟上在禁区外沿打门，
克拉尼奥再度将球扑出，皮扬特克顺势补射破门，
最终米兰 3:0 完胜卡利亚里。

巴萨连续战平 皇马缩小差距

尤文客场大胜 米兰重回前四

新华社大连 2 月 11 日电（记者
蔡拥军）在已经带队一段时间后，
大连一方俱乐部 11 日宣布，韩国籍
教练崔康熙完成签约，正式出任球
队主教练。
此前崔康熙一度被天津权健
俱乐部宣布为球队主教练，但此后
因权健公司及高层涉案而出现变
故，崔康熙及其团队转而与大连一
方队接触并开始了实质上的带队
训练，直至 11 日大连一方俱乐部
发布官方消息。目前崔康熙及其
团队正带领大连一方队在上海冬
训。
大连一方俱乐部的官方消息
说：崔康熙（Choi Kang-Hee）今年
59 岁，是当今亚洲足坛经验丰富、
带队业绩卓著的知名主帅。崔康
熙曾是韩国国脚，参加了 1990 年意
大利世界杯。退役后，崔康熙拿起
教 鞭 ，开 启 了 足 球 教 练 的 职 业 生

涯。他曾于 1996 年执教水原三星
队，2002 年至 2004 年任韩国国家队
助理教练，2005 年 7 月重返韩国 K
联赛担任全北现代队主帅。崔康
熙在担任全北现代队主帅期间，带
领球队拿下了 6 次联赛冠军和 2 次
亚冠冠军，把全北现代带成了一支
亚洲一流的球队。崔康熙的执教
能力也因此得到了韩国乃至整个
亚洲足球界的广泛认可。2006 年，
崔康熙获得亚足联最佳主教练称
号。10 年后的 2016 年底，崔康熙再
获殊荣，当选亚足联年度最佳男教
练。2011 年到 2013 年，崔康熙出任
韩国国家队主教练，率队在 2014 巴
西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十强赛中
出线，这也是韩国队连续第八次进
军世界杯 32 强。
大连一方是最晚确定主教练
的中超俱乐部之一，目前其球队的
内外援也尚未公布。

恒大“全华班”成新国足雏形
本报综合消息 春节假期结束
后，中国职业足球就将步入繁忙的
2019 赛季。
中超诸旅为新赛季厉兵秣马，
新一届中国男足的组队工作也因中
国杯赛期临近而显得尤为迫切。在
围绕建队工作的诸多问题中，谁来
接替里皮成为球队主帅无疑是“重
中之重”
。
有媒体就此联想到广州恒大队
意大利籍主帅卡纳瓦罗，至于他能
否最终挂帅国足，还有待相关部门
的最终定夺。
恒大“全华班”已现雏形，是未
来国足主要依靠
早在 2017 年 2 月，恒大俱乐部
就公开提出了要在 2020 赛季打造
“全华班”
的目标。
随着恒大队 2018 赛季被上港
队打破对中超联赛连续 7 个赛季的
冠军垄断并分别无缘争夺当季足协
杯及亚冠冠军，俱乐部对实现“全华
班”
目标的愿望愈加迫切。
在去年同期引进杨立瑜、唐诗、
邓涵文 3 位 1995 年龄段本土精英球
员后，恒大今年春节前后又相继引
进韦世豪、高准翼、刘奕鸣、张修维、
何超 5 名同龄国脚级球员。而这 8
人大部分都曾以 U23 国脚主力身份
参加了去年初的 U23 亚洲杯、亚运
会足球赛，
并大多拥有国脚经历。
同时，恒大俱乐部也适时“清
理”剩余资源。但郑智、冯潇霆、黄
博文、于汉超、曾诚、李学鹏、郑龙、
张琳芃、梅方等国脚或曾经的国脚
仍然留在阵中。除去保利尼奥、塔
利斯卡两位巴西超级外援和可能到
位的两名归化球员外，新赛季恒大
队的本土球员完全可以组成一支名
副其实的国家男足。这样一个现实
情况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此前传出的
“恒大组建国足集训队”
的传闻。
目前来看希丁克并不具备接手
国足的可能性。
组建新国足刻不容缓，两老帅
接手可能性小
无论传闻是否属实，随着春节
假期结束，新一届国家队的建队工
作的确迫在眉睫。
2022 年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
即将于今年 9 月开踢。国足冲击
2022 年世界杯已成为体育管理部
门和中国足协 2019 年工作的一大
重点。由于中国杯赛按计划将于 3
月下旬进行，因此在国足结束亚洲
杯征程后，新国足的组队计划恐怕

最晚也要到 3 月初也就是新赛季中
超联赛揭幕前后落实。
而新组建的国家队全面起用新
人恐怕不现实。在组队冲击新一届
世界杯的过程中，中国队恐怕还需
要经历“过渡”
。
此前，有传闻称，本土教练沈祥
福作为“国家男足集训队”主帅有望
出任新一届国足主帅。不过就在春
节前，沈祥福提前离开了国足集训
队在西班牙的训练营，并返回天海
俱乐部拾起该队的教鞭。而国足集
训队在 2 月初结束西班牙拉练后全
员解散，球队既定的日本集训计划
也被取消，意味着这支球队春节之
后已经不大可能重新集结。
还有媒体称，现任国奥队主帅
希丁克很有可能是未来国足主帅的
人选之一。不过据了解，目前来看
希丁克并不具备接手国足的可能
性。从希丁克与中国足协建立合作
关系开始，双方就已明确其执教与
国足无关。希丁克对于中国队也缺
乏了解。
具备“兼职”国足条件，卡纳瓦
罗成热门人选
传闻中的另一个主角卡纳瓦罗
倒是具备赴国足“兼职”的客观条
件。就在国足于阿联酋征战亚洲杯
期间，卡纳瓦罗就曾借率恒大队在
迪拜冬训之机，专程赶到国足比赛
现场。
在世预赛备战任务艰巨、时间
局促的背景下，新国足恐怕更需要
一位能迅速上手、充满职业精神和
业务能力的“中国足球专家”。卡纳
瓦罗已先后两度执教恒大，其间，他
还曾在天津有过不俗的带队经历。
恒大俱乐部能够顺利签下刘奕鸣、
张修维，也得益于当年他在天津执
教期间与两位球员建立的良好合作
关系。
除了能够通过独到沟通方式赢
得球员的心之外，卡纳瓦罗还拥有
强大的“智囊支援”
。
在这里就不得不重提已经离开
国足帅位的里皮。卡纳瓦罗能与恒
大结缘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里皮的
推动。两人在中国执教期间无论生
活还是工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卡
纳瓦罗在执教过程中也曾多次找到
里皮“取经”。师徒间的良好沟通直
到亚洲杯进行期间也在延续着。如
果卡纳瓦罗能够接手国足，那么他
恐怕也能从老师那里得到另类支
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