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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征战英超第 28
个年头，利物浦从未像现在这般接
近冠军。

北京时间11月11日凌晨，在英
超的天王山之战中，利物浦以摧枯
拉朽之势，3：1将近期起伏不定的曼
城斩落马下。将对手击落至英超第
四同时，也在冬季战役打响前，重新
以8分优势傲视群雄。

5个月前，时隔14年重新站在欧
洲之巅的利物浦，终于有望在心心
念念的国内战场“一览众山小”。而
和曼城一战，足以改变英超联赛格
局。

12分钟，胜负已分

开场仅6分钟，法比尼奥一脚远
射洞穿了布拉沃把守的曼城大门。
在曼城将士的错愕中，利物浦早早
获得领先。7分钟后，埃及射手萨拉
赫接罗伯逊的传球头球命中，将比
分扩大为2：0。下半场刚开始了6分
钟，马内头球破网打进利物浦本场
第三球。曼城只是在第 78 分钟由
贝·席尔瓦打入无关痛痒的一球。

作为近年来英超乃至欧洲足球
的招牌赛事，“军城之争”的快节奏、
高强度即便在欧冠淘汰赛阶段也难
得一见，“抢开局”的意义更是不言
而喻。

作为近年来少有的能在安菲尔
德反客为主的球队，全场比赛控球
率超过55%、射门18:12的曼城，依然
保持场面优势——阿圭罗一人的射
门次数，几乎可以看齐红军三叉戟，
遗憾的是，优势从来不等于胜势。

针对近期曼城锋线不断压缩进
攻空间、在禁区内解决战斗的习惯，
克洛普主动收缩防线、降低边卫助攻
强度，立足于率先不丢球，而在反击
上，则是掐住了曼城的两处死穴：禁
区前缺少第二落点的专职保护者，导
致法比尼奥一射即中；缺少顶级赛事
经验的安赫利尼奥，与中卫的结合部
被萨拉赫和马内反复针对。主队一
度3：0的领先，并非双方真实实力的
差距，而更多来自战术克制。

在曼城一方，以不变应万变的
瓜迪奥拉，依旧无法走出强强对话
传控低效的魔咒，更可怕的是，这支
曼城正如瓜帅执教巴萨最后两季
时，对核心球员高度依赖，只不过依
赖的人从梅西变成了阿圭罗。

当曼城 10 号无法进球时，只靠
德布劳内调度、贝尔纳多·席尔瓦策
应和斯特林突击的曼城，赢球总是
格外艰难。

上赛季，利物浦在冠军之争中1
分饮恨，正源于双方两回合交手的
劣势：主场憾平客场小负。而无论
次回合“6 分之战”前积分榜形势如
何，利物浦都有了足够的底气——
不但来自于比分，更来源于对战术

的自信。

VAR和裁判无碍大局

撇开比分，本场比赛比进球更
抢镜的，显然是当值主裁奥利佛和
VAR。

上半时主队首开纪录之前，皮
球先后击中禁区里的贝尔纳多·席
尔瓦和阿诺德手臂，但近在咫尺的
奥利佛示意比赛继续，进而有了法
比尼奥的重锤破门。

萨拉赫头球扩大比分后，VAR
迟迟无法给出正确画线，直到埃及
人受伤比赛中断时，才给出传球瞬
间萨拉赫身处斯通斯脚尖之后的正
确回放。

而当下半时斯特林的传中再度
打到禁区内阿诺德的手臂之后，瓜
迪奥拉终于暴走，他冲到第四官员
身边，不断举起两个手指怒吼：“第
二次，第二次了！”而比赛结束，主动
找到裁判组的瓜帅，一边重重握手
一边讽刺：“真是太感谢你了！”

瓜迪奥拉的愤怒，着实可以理
解，然而抢镜的判罚，对于本场比赛
乃至英超大势，着实无从改写。

“不论有没有VAR，曼城今天的
表现确实只是英超第四。”当下半时
马内将比分改写为 3:0 后，ESPN 记
者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曼城冬窗能否补强？

在赛后，前曼联名宿内维尔认
为瓜迪奥拉和曼城一样不在状态：

“我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
东西，然而他的安排和我们的预测
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显然，“内文豪”的大白话是废
话，一支缺少了埃德松和拉波尔特
的曼城，固若金汤只能想想就好，但
从瓜迪奥拉上任至今，外战遭逢摩
纳哥、利物浦和热刺时，都是稀松的
防守招致出局，甚至惨败。而本赛
季，人员短缺与接连来袭的伤病，后
腰代打中卫，已成了“常规操作”。

而受累于欧足联财政公平法

案，即便冬窗球队补强防线，也必须
尽早出售萨内，平衡账目。

简而言之，无论瓜迪奥拉是否
情愿，下半赛季的曼城大概率不会
更强。

雪上加霜的是，FIFA 比赛日后
的英超魔鬼赛程——曼城不但将先
后对垒切尔西、曼联和阿森纳，还要
迎战黑马莱斯特和谢菲尔德联（目
前分列英超第2和第5）。

而在利物浦一边，上半赛季已
踢完全数强敌，已经追平英超前 12
轮 34 分纪录的他们，有望将上赛季
的圣诞冠军和半程冠军头衔一并转
正。

稳定，利物浦完成蜕变

无巧不成书的是，上赛季英超
进入冬季战役时，利物浦一度也领
先曼城8分之多，而今利物浦与次席
莱斯特城的分差，同为8分。

但必须指出的是，去年缺乏领
跑经验的红军，是在多赛一轮的情
况下暂时领先，经历冬季战役优势
不断缩水后，决胜阶段几乎每轮都
要先开球，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
根稻草。

但如今，连续两季欧冠经历皇
马巴萨淬炼，又与曼城“相爱相杀”
三个赛季的利物浦，已经在皇马王
朝崩坍后，成为新秩序最强有力的
塑造者。

曾几何时，克洛普曾是“宁折不
弯”的代名词，加冕欧冠前先后3次
输掉欧战决赛的他，如今却不再执
着于场面，对磕磕绊绊的胜利同样
甘之如饴。

“军城对决”前，利物浦有6场英
超，都不过是 1 球小胜。在场均射
门、过人、控球和传球等核心环节
上，利物浦没有一项排得进欧洲前
五。

然而，联赛11胜1平的他们，却
是五大联赛至今，积分最高的球队。

这样稳定且大气的表现，是否
让你想起了弗格森的那支曼联？

红军真要剑指英超冠军了吗
本报综合消息 C 罗连续两

场被提前换下，对这位超级巨星
来说极为罕见。北京时间 11 月
11日凌晨在意甲第12轮的豪门
对决，尤文图斯主场以1：0小胜
AC米兰。尤文积32分重返积分榜
首位，国际米兰以1分之差紧随其
后，AC米兰以13分排名第14位。

C 罗巅峰期保持得很长，其
职业生涯在饮食和训练方面一直
高度自律，可是本场有两次表现
得不够职业。第55分钟，尤文主
帅萨里做出换人调整，用阿根廷
前锋迪巴拉换下C罗。葡萄牙巨
星对这次换人很不满，2015-2016
赛季在皇家马德里的最后两轮西
甲，他第一次连续两场被提前换
下，当时那两轮西甲都是皇马胜
局已定。但C罗这两次被提前换

下时场上比分还是平局，尤文在
他被换下之后攻入制胜球。

C罗用葡萄牙语朝萨里嘟囔
着，没有坐回替补席，而是直接返
回更衣室，这是第一次不职业。
终场前3分钟，C罗就提前离开球
场，这比没有坐回替补席更加不
职业。尤文在第77分钟攻入全场
唯一进球，两名阿根廷球星打出
配合，伊瓜因传出好球，“金左脚”
迪巴拉用右脚推射建功。

C 罗本场不在状态，既无法
真正威胁对手球门，也很难为队
友创造机会，萨里换下他是正确
的决定。

在 11 日凌晨另一场传统强
队交锋中，帕尔马主场以 2：0 战
胜罗马，后者在欧联杯和意甲遭
遇两连败。

本报综合消息 西甲第 13
轮，西班牙人客场1：3负于马德
里竞技。武磊首发出场，他在比
赛当中有一次凌空射门险些破
门，在下半场武磊被替换下场。
但赛后，西班牙媒体对武磊的评
价普遍并不是太高，认为他在进
攻端的存在感太低了。

《每日体育报》给了武磊 5
分，这是西班牙全队并列最低的
分数，获得5分的球员还有费雷
拉、坎普萨诺、马克罗卡等。这
家西班牙媒体这样评价武磊的
表现：“他的表现是灰色的，几乎
没有触球，游离在全队的进攻之
外。虽然有一脚精彩的凌空射

门，但这名中国前锋参与球队的
进攻还是太少了，下半场被坎普
萨诺换下。”

另一家西班牙媒体《世界体
育报》这样评价武磊的表现：“他
在上半场有一次非常接近于进
球的射门，但随后消失了。”

从 西 班 牙 媒 体 的 评 价 来
看，武磊的那次凌空射门的确
很漂亮。但他还是游离在球队
的进攻体系之外，与队友的配
合也相对来说少了一些。全场
比赛武磊在 59 分钟内仅有 10
脚传球，他的比赛存在感的确
不高。如今，武磊急需重新证
明自己。

武磊评分全队并列最低
西媒：他游离在进攻之外

东京奥运会男排亚洲区落选赛赛程确定

中国队首战哈萨克斯坦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记者徐征 韦骅）2020 年东京奥
运会男排亚洲区资格赛抽签仪式
11 日在北京进行。中国男排与
伊朗队、哈萨克斯坦队和中国台
北队共同进入A组，中国男排将
于2020年1月7日首战哈萨克斯
坦队，这将是中国男排进军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次机会。

中国队、中国台北队、澳大利
亚队、伊朗队、印度队、卡塔尔队、
韩国队以及哈萨克斯坦队八支此
前在亚锦赛获得前八名的队伍获

得了亚洲区资格赛的参赛资格。
经过抽签，中国队被分入了A组，
同组的两支种子队分别为伊朗队
和中国台北队。同时，作为资格
赛的东道主，中国队有权选择另
外一支球队进入 A 组，中国男排
的新任主帅沈富麟最终选择了
哈萨克斯坦队。这样，在小组赛
中，中国队将先后与哈萨克斯坦
队、中国台北队和伊朗队交手。
剩余的四支队澳大利亚队、韩国
队、印度队和卡塔尔队则进入了
B组。

CC罗提前被换下使性子罗提前被换下使性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