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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遭绝平，蓝军为年轻埋单
本报综合消息 英超第24轮的一场焦点战

北京时间1月22日凌晨在斯坦福桥球场展开角
逐，切尔西在长时间11打10并两度领先的优势
下，最终以2：2被同城对手阿森纳逼平。此役战
罢，切尔西虽然仍排名积分榜第四位，领先本轮
未赛的曼联6分，但暴露诸多不足之处。

上一轮，切尔西在补时第4分钟被纽卡斯尔
绝杀，士气遭到严重打击，本轮急需一场胜利来
重振旗鼓。开场仅26分钟，亚伯拉罕断球后晃
过对方门将莱诺面对空门，中卫大卫·路易斯无
奈战术犯规，付出红牌的代价，若日尼奥罚进点
球。切尔西早早就取得多打一人并领先一球的
优势；但此后未能乘胜追击，不仅长时间无法扩
大领先优势，还在第63分钟被小将马丁内利抓
住坎特滑倒的机会扳平比分。阿斯皮利奎塔在
第84分钟接左路战术角球传中垫射破门，帮助
切尔西再度取得领先；可在比赛最后时刻再次
犯错：被阿森纳的贝莱林在第87分钟连过两人
劲射破门，再次将比分扳平。

连续两场比赛，切尔西都在最后时刻丢球
失分，固然与后防线存在不足有关；但一球领先
后还多打一人，却长时间未能扩大领先优势，进
而杀死比赛，才是其中的关键。

切尔西小将亚伯拉罕、芒特等本赛季的表
现让人眼前一亮，但他们的特点也逐渐被对手
吃透，经验不足的问题开始暴露。如今，切尔西
少帅兰帕德坚持重用新人，老将吉鲁很可能离
队，赛季初发挥出色的科瓦契奇沦为替补，佩德
罗也鲜有上阵机会，只有威廉一名老将在场
上。这恐怕就是切尔西小将在取得领先后急于
求成，反而欲速不达的原因所在。

此战之后，切尔西进入争夺英超前四的关
键期，他们将在英超赛场连续与莱切斯特、热刺
和曼联等排名靠前的强队交手，一得一失可能
相差6分之多。这既是对切尔西小将的考验，也
是对初次执教英超球队的兰帕德的考验。

当日凌晨曼城遭遇对手的铜墙铁壁，但最终
凭借阿圭罗的下半场进球1：0客场艰难取胜谢
菲尔德。阿圭罗最近 3 场比赛已收获 6 球。而
比利时国脚德布劳内本赛季英超的助攻数也达
到了15个。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中国足协消息，22
日上午，随着载着队员的中巴车全部驶离恒大
里水训练基地，国足结束了当日的恢复性训练，
也结束了自1月5日起为期18天的佛山集训。

主教练李铁在总结本次集训时表示，很高
兴看到所有球员都很努力，通过对球员的身体监
测数据可以看出，球员们在体重、体脂等方面进
步明显，身体状态非常好；同时，通过训练，球员
们也已经对教练组的技战术要求有了一定了解。

1 月 5 日，国足在佛山集中，开启了为期 18
天的集训。期间，教练组安排了五次一天三练，
用李铁的话说，集训的训练强度很大，球员们练
得也很辛苦，特别是一些踢了东亚杯的球员，他
们只经过短暂休息就来集训，精神和身体上都
很疲劳，但仍能努力咬牙跟上，教练组对球员们
这种努力的劲头非常满意。“实际上从足球层面
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把一天三练变成一天两练，
也能基本达到同样目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通
过这样的方式，来提高球员克服困难的能力。
我们很高兴看到所有球员真的都很努力，都基
本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通过对球员的身体监
测，（他们）基本达到职业生涯里最好的状态。”
李铁说。

1月18日和1月21日，队伍还取得了两场内
部教学赛的胜利。李铁表示：“本次集训，我们
有很多（技战术）信息要给到球员。让所有球员
得到比赛机会，一是检验训练成果，二是通过比
赛来观察球员是否能适应队伍的技战术体系。”

为了支持俱乐部备战亚冠，队伍同意颜骏凌
和蔡慧康于 16 日离队去澳大利亚和上港队会
合。对此，李铁这样考虑：“我们给俱乐部支持，
俱乐部也会给国家队更大支持。如果俱乐部需
要，我们会把球员的训练数据给到俱乐部。我们
还是希望和所有俱乐部、主教练、球员都保持非
常好的沟通，最重要的是得到俱乐部的支持。”

本次集训结束之后，国足再次集中将是3月
下旬。在迎来与马尔代夫队的世预赛亚洲区四
十强赛前，国足预计有约一周的时间进行集训
备战。李铁表示，集训时间并不充裕，但队伍还
是会尽可能把每天都用好。另外，他认为再次
集训前的这段时间里，最重要的还是和俱乐部
保持非常好的沟通，跟俱乐部的主教练、体能教
练保持联系，使队员们通过佛山集训取得的体
重、体脂等身体方面的进步能保持下去。

集训结束、新春将至，李铁代表国足向全国
球迷送上祝福：“希望球迷能给我们团队支持，
给球队更多鼓励，球队所有人一定会竭尽全力，
把每一天的工作尽力做到最好。祝全国球迷新
年快乐。”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1 月 22 日下午，亚
足联官方微博宣布，应中国足协要求，亚足联现
将2020东京奥运会亚洲女足资格赛B组的比赛
从武汉移至南京的江宁体育训练中心进行。

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台北和泰国队将于2月3
日至9日争夺B组小组赛出线权。B组前两名球队
将与A组（A组比赛在韩国进行）前两名的球队进
行交叉淘汰赛，争夺仅有的两个东京奥运会名额。

从元旦开始，中国女足前往澳大利亚进行了
两个星期的海外集训，1月15日回国后便在武汉
集训备战。据了解，球队已经于22日提前放假，
原本球队只打算在除夕和初一放假两天。

又讯 1月22日下午，2020东京奥运会拳击
项目亚洲区资格赛组委会通过邮件通知，原定于
2月3日至2月14日在中国武汉举办的该项赛事
暂缓举行。

新华社罗马1月21日电（黎梦青）意大利
杯21日进行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因西涅的
进球助那不勒斯主场 1:0 战胜卫冕冠军拉齐
奥，晋级半决赛。这场极富戏剧性的比赛中，
双方各领到一张红牌，命中四次门框，而拉齐
奥除了两度因越位进球无效以外，还罚失一粒
点球。那不勒斯将在下一轮对阵国米和佛罗
伦萨之间的胜者。

女足奥运会资格赛更换比赛地

从武汉转移至南京

本报综合消息 据了解，目前大
连人队正在西班牙主帅贝尼特斯的
率领下，在厦门进行冬训。上赛季，
大连人队在中超联赛中以 10 胜 8 平
12负的战绩排名第9位。

21日晚，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在
官方微博上发布公告，宣布俱乐部名
称正式更改为“大连人职业足球俱乐
部”，并发布了全新的俱乐部标志
（LOGO）。

公告中写道，大连人职业足球俱
乐部队的简称为大连人队，英文全称

为 Dalian Professional Football Club，
英文简称为Dalian Pro。相对此前以
企业冠名的“大连一方”，“大连人”的
名称完成了俱乐部、球队名称中性化
的转变。值得一提的是，大连 队也成
为继天津天海队后，第二支完成队名
中性化转变的中超球队。在去年 12
月25日召开的2019中超俱乐部投资
人会议上，中国足协正式规定在2021
年赛季前，各俱乐部需完成“名称中
性化”的转变，未通过认证的球队将
无法参赛。

大连一方更名大连一方更名““大连人大连人””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2日，足协发布
了2020年中超赛程安排的草案，揭幕战将在2月
22日南京奥体进行，由江苏苏宁对阵大连人。

首轮比赛，卫冕冠军广州恒大将坐镇主场迎
战重庆斯威，上海上港与北京国安都坐镇主场，分
别迎战天津天海与河北华夏幸福。

中超二年级生武汉卓尔前四场比赛都为客
场，对手分别为泰达、富力、苏宁、申花，直到联赛
第5轮才能在主场迎来赛季首秀，对手是大连人。

因为此次出台的赛程仅仅是草案，加上近期
武汉肺炎的情况，不排除赛程对阵有更改的可能。

本报综合消息 周二晚上，2020
赛季亚冠资格赛第二轮全面打响。
泰国超级联赛上赛季亚军武里南联
在主场2：1战胜越南胡志明市。他们
也因此赢得了 1 月 28 日客场挑战上
港队的亚冠附加赛资格。

这场大年初四在上港队今年新
主场源深体育场进行的比赛，将直接
决定谁能够晋级本赛季亚冠小组赛。

武里南联在和胡志明市的比赛
中，由奎塔斯和布埃诺在下半场各入
一球，这两名外援是球队获胜的最大
功臣。

阿根廷前锋奎塔斯和巴西前锋布
埃诺都是武里南联刚刚签下的新援。

32 岁的奎斯塔之前一直在南美
各国的第一级别联赛效力，他是2019
年秘鲁秋季联赛的最佳射手，17轮比
赛打入14球。

同为 32 岁的布埃诺在巴甲的阿
拉戈亚诺体育俱乐部踢球。该队上
赛季排名巴甲倒数第三，不幸降级。
布埃诺出场22次，打入4球。

在这场亚冠资格赛中，武里南联

用足了规定的四名外援。他们后防
线上的中卫组合是踢过西甲的前委
内瑞拉国脚图涅斯和来自韩国蔚山
现代的郑宰容。

其实武里南联首发阵容中的泰
国球员也几乎都是国家队的主力。
锋线上 17 岁的小将素帕那和中场素
巴楚、叻他那功还代表泰国U23国奥
队参加了本月举行的 U23 亚洲杯的
比赛，并且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可以说，这是上港队2016年参加
亚冠以来，在附加赛上遇到的最强对
手，决不能掉以轻心。

就在武里南联和胡志明市激战
正酣的时候，结束了为期两周悉尼冬
训的上港队也正好回到了上海。

根据计划，球队周三休整一天
后，将不会在春节期间放假，小年夜
就将开始全力备战和武里南联的附
加赛。

这场比赛的具体开球时间也已
经确定——1月28日下午3点。这也
是上港队主场从上海体育场搬迁至
源深体育场之后的第一个主场比赛。

中超赛程草案出炉

武汉卓尔开赛武汉卓尔开赛44连客连客

李铁满意国足集训：

球员基本球员基本达到职达到职
业生涯最好状态业生涯最好状态

南美2新援+国家队超新星

上港亚冠附加赛遭遇最强对手

意大利杯意大利杯

那不勒斯晋级半决赛

1月24日 04:00 狼队 VS 利物浦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22
日，苏宁官方宣布前阿拉维斯球员穆
巴拉克·瓦卡索转会加盟。

公告如下：
经协商一致，即日起，前阿拉维

斯球员穆巴拉克·瓦卡索转会加盟江
苏苏宁足球俱乐部。

瓦卡索 1990 年 7 月出生，身高
171CM，司职中场，身体条件出色、
攻守兼备，曾效力过比利亚雷亚尔、
西班牙人、喀山红宝石、凯尔特人、

拉斯帕尔马斯、格拉纳达等多支球
队，并在效力凯尔特人期间获得过
苏超联赛和联赛杯冠军；在加纳国
家队效力期间，入选非洲杯小组赛
最佳阵容。

本赛季，瓦卡索作为中场在阿拉
维斯出场 17 次，贡献 33 次抢断排名
西甲第3位，跑动范围广，防守覆盖面
大，他的加盟将极大地丰富球队的技
战术打法，在攻防两端都将给与球队
帮助。

新华社曼谷1月22日电 在泰国举行的亚
足联U23锦标赛22日晚结束半决赛，沙特阿拉
伯队 87 分钟准绝杀 1：0 力克卫冕冠军乌兹别
克斯坦队，和2：0淘汰了澳大利亚队的韩国队
会师决赛，沙特和韩国也锁定了两张东京奥运
会门票。半决赛落败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和
澳大利亚队争夺最后一个奥运会资格。

U23亚锦赛：卫冕冠军惨遭绝杀

韩国沙特进军东京韩国沙特进军东京

江苏苏宁官宣瓦卡索加盟江苏苏宁官宣瓦卡索加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