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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里尼奥魔力真的消失了？
本报综合消息 在北京时间 1 月 18 日晚

结束的英超联赛第23轮中，热刺客场0：0战平
沃特福德，连续四轮未能取得胜利。穆里尼奥
接掌球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热刺仍未能形
成战力，不禁令人担忧这支球队和穆帅的未
来。

上半场热刺努力发起进攻，虽然形成了多
次射门机会，但均未能取得进球。第 38 分钟
小卢卡斯接阿里直塞，小角度射门被门将挡
出。第 40 分钟孙兴慜左路插上，一脚垫射打
高。这两脚射门正是热刺上半场的缩影，进攻
过于依靠球员的个人发挥，缺乏配合，显得杂
乱无章。

下半场类似的情况多次上演，热刺多次射
门无果。第69分钟德乌洛费乌大力抽射被维
尔通亨用手臂挡出，裁判判罚点球。迪尼主罚
被表现神勇的加扎尼加扑出，热刺逃过一劫。

根据赛后数据统计，热刺全场控球率达到
58%，完成17次射门其中射正5次，拥有2次绝
佳进球机会，但却未能取得进球。而主队沃特
福德也完成了15次射门，获得了3次绝佳进球
机会。虽然数据不算难看，但从场面上来说，
热刺全场却踢得十分凌乱，进攻看不出章法，
往往依靠球员的个人能力，打不出精彩的配
合。防守更是让人着急，多次给了沃特福德进
球良机。甚至于全场比赛下来，沃特福德的攻
击更直接，更具威胁。

在又一次丢分之后，热刺在积分榜上排名
第 8 位，落后第 4 名切尔西 8 分，争四希望渺
茫。热刺开年5战仅1胜，最近10场只赢3场，
这样的胜率，完全是保级队水平。这种情况
下，人们对热刺争四已经很难抱有信心。

如此热刺，让人不禁开始琢磨一个问
题——穆里尼奥魔力真的消失了？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得客观看一下穆
里尼奥面临的实际困难。如今的热刺，伤病
情况十分严重，穆里尼奥面临着无人可用的
窘境。恩东贝莱因臀部伤势缺席，穆萨-西索
科前往法国治疗膝盖伤势，本-戴维斯脚踝受
伤仍在恢复之中，造成热刺在中场位置缺兵
少将。而前锋凯恩因腿筋伤病缺阵，球队直
接没了正牌前锋，严重影响了进攻效率。如
果埃里克森选择在冬窗离队，则令原本阵容
就十分单薄的热刺雪上加霜。虽然热刺刚刚
从本菲卡签下了新援热德松·费尔南德斯，但
他能否即插即用还是未知数。

但伤病再严重，也无法掩盖是一个事实，
那就是穆里尼奥没能打造出一个有效体系。
其实穆里尼奥执教热刺后思路很明确，那就是
进攻时主打3后卫阵型，奥利耶助攻上前，提
供进攻宽度。防守时变成4后卫阵型，可事实
是，不论进攻还是防守，热刺都是一团乱麻，根
本没有任何亮点可言。

在主打战术一再无效的情况下，穆里尼奥
还拿不出应变方案，这才是最可怕的。当年那
个可快速打造体系的名帅穆里尼奥，如今真的
看起来有些力竭了。他，还能再一次打出威风
吗？

本报综合消息 在北京时间 1 月
19日凌晨结束的英超赛场，各支豪门
球队本轮联赛有些郁闷，曼城2：2被水
晶宫绝平，切尔西0：1被纽卡绝杀，热
刺、阿森纳也未能在面对各自对手的
比赛中获胜。

在曼城坐镇主场迎战水晶宫的
比赛中，近期各项赛事 9 胜 1 负、势头
十分强劲的曼城遭到了水晶宫的顽
强反击。比赛第90分钟，水晶宫左路
直塞，扎哈扛住斯通斯突入禁区横敲
门前，费尔南迪尼奥自摆乌龙，最终
曼城2：2被水晶宫绝平。

这 天 正 是 曼 城 主 帅 瓜 迪 奥 拉

49 岁生日，曼城主帅生日不胜魔咒
还在继续，在曼城队史上，此前 4 位
主帅 5 次生日当天出战，均无法赢
球。

而在切尔西客场挑战纽卡斯尔的
比赛中，近5场比赛仅输掉1场的切尔
西同样没能延续此前的强势状态。常
规时间里，切尔西和纽卡均未能攻破
对方大门。

直到补时阶段，海登在禁区内接
队友左路传中头球破门，切尔西遭纽
卡绝杀，以0：1不敌对手。

其他场次比赛，阿森纳1：1战平谢
菲尔德联，遭遇联赛两连平。

新华社马德里1月18日电（谢宇
智）2019-2020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
赛第 20 轮 18 日展开。皇家马德里主
场2：1战胜塞维利亚，取得新年主场开
门红。

皇马本轮在伯纳乌迎战塞维利
亚，齐达内轮换数名球员。卡塞米罗

在比赛中连进两球，助主队2：1击败对
手。目前皇马暂时以12胜7平1负积
43分排名西甲榜首。

在当日的其他几场比赛中，马德
里竞技客场 0：2 不敌埃瓦尔，虽然目
前仍位列联赛第三，但已被榜首的
皇马甩开了 8 分的差距。

穆帅还能再穆帅还能再
现昔日威风吗现昔日威风吗？？

新华社伦敦1月18日电（记者张薇）据英
国媒体18日报道，曼联试图在这个冬季转会
窗口签下葡萄牙中场费尔南德斯，但葡萄牙
体育队要价 8000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6.1 亿
元），让“红魔”难以接受。

据悉，去年夏天曼联和热刺曾给这位葡
萄牙中场开价45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4亿
元）。半年之后，葡萄牙体育“狮子大开口”，
让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尽管不排除签约其他
中场球员的可能，但25岁的费尔南德斯被认
为是曼联首选。有消息称，曼联已告知葡萄
牙体育，不降价，没法继续谈。

费尔南德斯2017年加盟葡萄牙体育，最
新合同2023年才到期，但据说他非常渴望在1
月加盟曼联。

本报综合消息 1月18日下午，由
李铁率领的新一届国家男足在广州里
水基地与中甲新军沈阳城市队进行了
本期集训的首场热身赛。结果国足以
8：0狂胜对手。国足上下半场排出两
套完全不同阵容，其中上半时首发阵
容进 3 球 ，下半时替补阵容进 5 球。
杨旭大演帽子戏法。经过近半个月严
格苦练后，新国足展现出了积极的新
面貌。

从5日集中到18日与沈阳城市进
行热身赛，中国男足此前已经在广州
进行了近半个月集训。在此期间，球队
在新任本
土主帅李
铁带领下
接受了严
格的训练，到18日比赛之前，全队累计
经历了5次“一天三练”，训练强度、密
度之高，在近年来的国家队训练中也比
较罕见。有些队员训练之余除倒床睡
觉，几无其它念想。

18日的热身赛是国足进入今年以
来的首场正规热身赛，亦是对这支全
新正版国家队此前训练成果的一次检
验。据了解，中国队18日下午分别以
两套不同的阵容参加了上、下半场比
赛。其中上半时的主力阵容为门将刘
殿座；后卫李磊、于大宝、张琳芃、吉
翔；中场吴曦、蒿俊闵、池忠国；前锋刘

彬彬、董学升、艾克森。
由于沈阳城市队刚刚升入中甲，

其实力有限，因此国足从比赛一开始
就掌握了主动权。艾克森梅开二度、
张琳芃也有 1 球入账；下半时李铁将
包括门将董春雨在内的余下球员全部
替换上场。结果杨旭上演帽子戏法、
高准翼、姜至鹏也各有 1 球进账。最
终国足以8：0取得一场大胜。

尽管比赛的性质为热身，但据了
解，中国队对比赛的态度非常投入，无
论首发还是替补队员，都竭力 展现出
其最好的一面。替补阵容比首发阵容

还多进两
球，这或许
并不足以
证明两套

阵容实力优劣，但却证明现在这支国
家队，内部竞争的气氛非常浓烈。李
铁在带队过程中一方面要求队员们能
够做到刻苦训练，同时也希望通过良
性竞争盘活全队用人机制。他也告诉
队员们，没有谁是绝对主力。

值得注意的是，18日国足首发阵
容的队长人选仍是里皮时代任用的蒿
俊闵。此外，来自中赫国安的老将于大
宝18日作为主力中卫出场，表现不俗，
看起来，经过俱乐部的“位置改造”，无
论于大宝本人还是国家队教练组都已
经接受大宝主踢中卫这个现实。

曼联看上葡萄牙中场费尔南德斯

80008000万欧元开价嫌贵万欧元开价嫌贵

曼城遭绝平曼城遭绝平 蓝军遭绝杀蓝军遭绝杀

皇马皇马22∶∶11险胜塞维利亚险胜塞维利亚

李铁直言没有李铁直言没有绝对主力绝对主力

足协公布中超新赛季政策足协公布中超新赛季政策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9日晚，意甲
联赛第20轮，莱切主场迎战国际米兰。上半场比
赛卢卡库进球被吹，布罗佐维奇中柱。下半场比
赛巴斯托尼头球帮助国米率先破门，但仅仅过了
6分钟，曼科苏将比分扳平。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国米客场1：1战平莱切，遭遇意甲2连平。在多
赛一场的情况下积分仍然落后尤文图斯1分。

当晚，AC米兰主场迎战乌迪内斯。上半场
比赛唐纳鲁马出击失误，斯特扬·拉尔森吊射率
先破门。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雷比奇将比分
扳平，唐纳鲁马救险，特奥远射将比分逆转，拉萨
尼亚头球将比分扳平，补时阶段雷比奇上演绝杀
梅开二度。最终全场比赛结束，AC米兰主场3：2
逆转取胜乌迪内斯。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记者尹思源）19
日，中国足协在官网发布《中国足球协会关于做
好2020年中超联赛及中超俱乐部预备队联赛报
名工作的通知》，对新赛季中超球队注册报名进
行了具体规定。其中规定每队报名球员中至少
有3名本俱乐部青训培养的U21球员。

通知明确，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将于2月22日
拉开帷幕，各俱乐部需在2月28日前完成报名工
作的线下材料提交。2020赛季每队报名球员不
得少于18人，不得多于30人，其中至少有3名本
俱乐部青训培养的U21球员（本俱乐部注册、培
养并参加比赛至少四年以上）。

新赛季的U23政策在2019年的政策基础上
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每场比赛每队至少保持1名
U23球员在场上，受伤离场且换人名额已用完、被
红牌罚下等原因除外；中超联赛报名球员中如有
入选国家队、U23国家队名单的U23球员，球员所
属俱乐部在球员集训和比赛期间可享受U23减免
政策。

通知规定球员可在夏季转会窗口期内（2020
年7月1日至7月31日）进行补报，一个赛季累计
报名的国内球员数不得超过33人。外援方面，
在中国足协注册的外籍球员最多为6名，报名的
外籍球员最多为5名，全年累计注册的外籍球员
人数最多为7名（外籍守门员不得报名）。

此外，通知还协调了俱乐部和国家队的关
系。规定如足协所属报名球员在参加各级中国
国家代表队比赛、训练中负伤，并经国家队队医
确认不能参加本赛季余下比赛，可申请批准额外
更换相应名额球员。

国米遭连平国米遭连平 米兰逆转胜米兰逆转胜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0日凌晨，在
西甲联赛第20轮比赛中，西班牙人客场2：1击败
比利亚雷亚尔，拿下赛季第3场联赛胜利，取得保
级关键的3分。武磊此役替补未出场，大卫·洛佩
斯和德托马斯各入一球，但哈维·洛佩斯被红牌
罚下还送出点球，卡索拉主罚命中为比利亚雷亚
尔扳回一分。

在客场击败比利亚雷亚尔后，西班牙人积分
追平莱加内斯，因为净胜球之差仍然垫底，但保
级希望大增。最近3场各项赛事，西班牙人2胜1
平保持不败。

比利亚雷亚尔是武磊登陆西甲上演处子球
时的对手，遗憾的是一年以后再度来到这里，武
磊却在替补席上枯坐90分钟未能出场。

西班牙人的新援前锋德托马斯收获加盟后
的联赛处子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算上此前国
王杯的入球，德托马斯连续2场代表西班牙人出
战均收获入球。

西班牙人击败比利亚雷亚尔

武磊未登场武磊未登场 新援连场破门新援连场破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