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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罗哑火曼城送红魔主场连败

新华社马德里11月6日电 西甲巴塞罗那俱
乐部6日凌晨宣布，俱乐部前功勋球员哈维·埃尔南
德斯回归，出任球队主教练。

巴萨俱乐部在官方公告中称，俱乐部与哈维已
达成协议，后者将在本赛季余下时间及未来两个赛
季出任球队主教练。哈维将于11月8日作为巴萨主
帅亮相。

巴萨本赛季战绩惨淡，目前仅排名积分榜第九
位，在欧冠小组赛仅取得2胜2负的战绩。在前教练
科曼“下课”后，二队主帅巴尔胡安出任球队临时主
帅。与此同时，巴萨也一直在积极运作哈维的回归。

哈维担任巴萨主帅可谓众望所归。这位前西班
牙著名中场在球员时代曾随巴萨获得八个联赛冠
军、四个欧冠冠军、三个国王杯冠军、两座世俱杯、两
座欧洲超级杯以及六个西班牙超级杯冠军。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7
日凌晨，国足再次启程奔赴阿联酋沙
迦，参加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12 强赛与阿曼、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目前国足以 1 胜 3 负排名小组第五，
出线形势不容乐观。

失去主场、成绩压力、用人争
议……巨大的挑战，正摆在国足主教
练李铁面前。临行前，李铁在接受专访
时表示，球队现阶段确实面临很多困
难，但全队上下都很努力。自己有信心
能够带领球队在后续比赛中发挥出水
平，力拼对手，争取更好的比赛结果。

失去主场：积极面对挑战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国足主

场对阵阿曼和澳大利亚队的两场比
赛调整至阿联酋沙迦举行，国足再一
次失去了主场。

李铁坦言，再次失去主场让很多
球员都产生了较大的心理波动，但我
们只能去积极面对。“我们这段时间
最大的困难就是做通球员的思想工
作，我们都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也
只能通过以前的认知，想办法给球员
一些帮助。让我感动的是球员们依
然能够坚持，也非常努力地训练。但
在这种封闭环境下，他们肯定还没达
到自己的最高水平。教练组也在持
续帮助球员们调整，希望他们能做得
更好一点。”李铁表示。

虽然无法在国内比赛，但李铁认
为近一个月回国调整，仍然对球队有
很大帮助。“这两天我们解除隔离，球
员们能够见见家人，你能明显感觉到
球员是开心的，希望他们都能带着一
个好心情去沙迦，去战斗。”

用人争议：坦然面对质疑
在11月3日的热身赛中，国足战

胜深圳和浙江队，李铁对球员的状态
表示满意。“目前无法判断的就是到西
亚经历气候变化后，球员们是否还能
保持住这样的状态。如果在正式比赛
中他们依然能达到这样的体能数据和
精神状态，那就太好了。”

热身赛中，归化球员阿兰和洛国
富都打满90分钟，并且各进一球，这
也是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首次打
满全场。“不管是哪位球员，只要他达
到比赛要求，能够帮助到球队，我都
会毫不犹豫地派他上场。”李铁说。

对于外界的用人质疑，李铁表示
自己会坦然面对。“作为一名主教练，
这是无可避免的。很多业内朋友还有
一些媒体都在和我交流，他们认为球
队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也会告诉我，我
非常愿意和专业人士讨论。”

总结比赛：洞察解决问题
12强赛前四场比赛，李铁认为球

队整体状态呈上升趋势。“这四场比
赛球队确实暴露出很多不足，我们也

一直在努力改进。前两场比赛，球队
表现也并不好。”李铁表示，“特殊的
中超联赛赛制下，球员们身体状态很
疲劳。因为疫情原因，他们也长期缺
乏高质量的热身赛去提高（水平），一
上来并不太适应 12 强赛的比赛节
奏。”

李铁并不认为球队存在任何轻
视对手的思想。“国家队比赛没有小
比赛。哪怕是热身赛，如果球员在场
上有一丁点松懈情绪，我都会发脾
气。如果你轻敌，就一定会受到惩罚
的。但你也可以看到球员在球场上
的努力，整支球队的拼劲和面对比赛
的积极态度，包括在场上任何时候都
不会放弃的这种精神，几场比赛下来
是有很大改进的。其实我们一直希
望能让球员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尽
可能去踢积极的足球。这需要球员
有一个很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有
良好的备战环境。”李铁表示。

“其实球队现在这种非常规的备
战方式，并不符合足球规律。但是因
为疫情和其他各种原因，我们必须要
克服困难。这三个月也让我成长了
很多，球队也在成长。”

对于球队现阶段的困难，李铁表
示自己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从接手
球队开始，我一直都有面对困难的准
备，任何情况我都能相对心态平和地
去面对。四场比赛下来，有很多批评
的声音，也有支持的声音，我都可以
接受。”李铁说，“我们球队一定会越
来越好，我有这样的信心。”

成绩压力：努力发挥水平
在目前的小组积分形势下，国足

要想保留世界杯出线希望，与阿曼队
的比赛至关重要。李铁表示，自己并
不会在现阶段去考虑积分情况。

“一直以来，我都是把每一场国
家队比赛当做我人生的最后一场比
赛来对待，我只需要考虑去打好每一
场比赛。只要你准备好了，自然就会
取得好成绩。后面的比赛就是让球
队按照我们的方向一点一点往前走，
把我认为正确的信息传递给球员，一
步一步来解决球队的问题，去争取更
好的结果。”

李铁表示，他非常理解球迷们对
中国队的期望。“从我的角度来说，就
是面对现实，把自己的位置放低，去
力拼每一个对手。”

“从我接手国家队以来，我的主
要工作方向是希望我们能在比赛中
不管面对多强的球队，都能相对正常
地发挥水平，而不是每次到场上只发
挥 60%到 70%，这一点我非常在意。
我现在考虑的就是把各种不好的客
观因素都抛掉，把握住球员的思想，
让球队能够正常发挥。”李铁说。

国足主帅李铁：

积极面对困难积极面对困难 打好打好1212强赛强赛
巴萨宣布哈维出巴萨宣布哈维出任主帅

11月7日
22:00 阿森纳VS沃特福德
22:00 埃弗顿VS热刺
11月8日
00:30 西汉姆联VS利物浦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意甲联
赛第12轮将迎来米兰德比，国米在客场挑战AC米
兰。这两支球队在本赛季联赛都有着不俗表现，AC
米兰在11场联赛中以10胜1平保持不败战绩，国米
暂时排在联赛第三位。本场比赛对于双方而言，都
至关重要。

如果算上上赛季末段的话，AC米兰已经取得了
跨赛季16轮不败的战绩。尽管在联赛表现强势，但
是AC米兰在欧冠赛场却不尽如人意，在四场欧冠
比赛中只拿到1分，晋级形势不容乐观。国米在前
11轮联赛中只输掉了1场比赛，同样展现了不俗状
态。而在欧冠赛场，国米已升至小组第二位，出线形
势变得明朗起来。

对于这场米兰德比，前拉齐奥中场帕罗洛表示：
“AC 米兰更具有活力且
富于变化，而国米则更加
扎实，注重跑动，AC米兰
将会获得比赛胜利！”英
格兰前锋马可·哈特利则
表示：“赢下这场比赛
后，AC米兰将向意甲冠
军迈出重要一步。”

明晨明晨迎战国米迎战国米

AC米兰能否延续赛季不败
今日 19:30 威尼斯VS罗马 明日 03:45 AC米兰VS国米

新华社沈阳11月6日电（记者张逸飞）6日，山
东泰山对阵河南嵩山龙门的足协杯半决赛次回合比
赛在大连打响。首回合小胜的山东泰山凭借刘洋和
德尔加多的出色发挥以4∶2力克对手，从而以总比
分5∶2晋级决赛。这已经是泰山连续四年杀入足协
杯决赛。

山东泰山在第 30 分钟找到机会。刘洋在禁区
内接到宋龙的左路传中，一停一扣摆脱防守后射门
得分，帮助山东队将总比分扩大到2∶0。第37分钟，
马兴煜在中圈附近主罚任意球直接吊射得手，河南
队追回一球。

易边再战，山东队的德尔加多将比赛悬念彻底
终结，他在两分钟内连入2球，让山东队的领先优势
达到3球。第75分钟左右，刘洋从左路肋部内切后
射出一记美妙弧线，皮球直挂球门死角。虽然河南
队外援多拉多在第90分钟打进挽回颜面的一球，但
无力改变球队被淘汰的命运。

至此，山东队的足协杯旅程告一段落，他们将静
候另一场半决赛上海海港和上海申花的胜者。足协
杯决赛将于明年1月4日中超联赛结束后才展开较
量，所以山东队接下来的主要任务还是要备战大概
率于12月12日开始的中超联赛争冠组比赛。

山东泰山

连续四年杀入足协杯决赛

今日 15:30 上海海港VS上海申花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6日晚，英超联赛
第11轮迎来曼彻斯特德比大战，坐镇主场的曼联以
0∶2完败曼城，遭遇主场连败，这也是红魔在最近六
轮比赛的第四场失利，曼城则取得最近五次曼彻斯
特德比的首胜。第7分钟，坎塞洛左路下底传中，拜
利在禁区内倒地解围不慎自摆乌龙，曼城以1∶0领
先曼联。第 45 分钟，坎塞洛在大禁区前沿拿球后
斜传，贝尔纳多·席尔瓦在后门柱位置将球捅进球
门，尽管德赫亚碰到了皮球，但却未能将球挡出，曼
城扩大领先优势，最终以2∶0战胜曼联。

本场比赛，C罗首发出场并踢满全场。数据显
示，C罗此役没有进球和助攻，射门也只有1次，且1
次射正。触球27次，19次传球，16次到位，传球准确
率达到84%。在4次地面对抗中赢得2次，7次争顶
赢得1次，5次丢掉球权。

在全场被压制的情况下，曼联门将德赫亚成为
球 队 仅 有 的 亮
点，他多次做出
神勇扑救，若不
是德赫亚的出色
发挥，曼联肯定
将 遭 遇 一 场 惨
败。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
间 11 月 6 日进行的 CBA 常
规赛一场焦点战中，卫冕冠
军广东男篮迎来北京男篮的
挑战，轮休两场的易建联此
役复出。广东队被北京的出
色防守限制，尤其在第二节
仅得到12分。下半场开局，
广 东 队 一 度 落 后 北 京 26
分。易建联率领广东队在前
三节追到差19分，末节北京
队再度拉开比分奠定胜局，
最终广东队以67∶91不敌北
京遭遇新赛季第二场失利，
北京队则结束三连败。

本场比赛，广东队的易
建联仅得到 12 分和 5 个篮
板，周鹏得到 2 分，赵睿有 8
分入账。北京队的翟晓川得
到 5 分、8 个篮板和 5 次助
攻；范子铭得到 20 分、10 个
篮板和 5 次助攻；李慕豪砍
下13分和7个篮板。

在本轮进行的其他比赛
中，山东以 107∶114 负于山
西；浙江 112∶76 大胜江苏；
吉林以89∶117不敌辽宁。

惨败北京男篮

广东遭遇赛季第二场失利

今日
11:00 同曦VS广州
11:00 四川VS深圳
15:00 青岛VS天津
15:30 广厦VS宁波
19:35 福建VS上海
20:00 新疆VS北控

NBA昨日战报
篮网96：90活塞
马刺102：89魔术
灰熊87：115奇才
尼克斯113：98雄鹿
骑士102：101猛龙
快船104：84森林狼
鹈鹕85：126勇士
步行者106：110开拓者
黄蜂110：140国王
11月7日
07:30爵士VS热火
08:0076人VS公牛
08:30凯尔特人VS独行侠
10:00老鹰VS太阳
10:30湖人VS开拓者
11月8日
04:30篮网VS猛龙
07:00爵士VS魔术
07:00步行者VS国王
07:00雄鹿VS奇才
07:00骑士VS尼克斯
08:00马刺VS雷霆
09:30火箭VS勇士
10:00黄蜂VS快船

西班牙人击败格西班牙人击败格拉纳达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1月6日，西甲联赛第
13轮展开角逐，西班牙人在主场以2∶0击败格拉纳
达，佩德罗萨和德托马斯各入一球。第87分钟，武
磊替补出场。在伤停补时阶段，武磊在禁区右侧抽
射，可惜被门将没收。

今日 23:15 瓦伦西亚VS马竞

11月8日 03:00 F1大奖赛墨西哥站正赛

德甲昨日战报
美因茨1∶1门兴
拜仁2∶1弗赖堡
沃尔夫斯堡1∶0奥格斯堡
期图加特0∶1比勒菲尔德
波鸿2∶0霍芬海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