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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柴智报
道：昨日，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上
海迎来了李霄鹏担任主帅以来
的第二堂训练课，新任体能教
练欧文·威尔克带领 29 名国脚
进行了身体力量训练。

此前因发烧返回家中的上
海申花队后卫朱辰杰已回到
国足驻地酒店，目前在酒店跟
随训练师进行单独训练，因小
腿拉伤缺席首堂训练课的河
北队中场尹鸿博已重返训练
场。刚刚打完中超升降级附
加赛的大连人队后卫李帅和
成都蓉城队前锋刘若钒已与
国家队汇合，但只是在场边进
行慢跑恢复。据悉，踢完足协
杯决赛的山东泰山队（10 人）和
上海海港队（6 人）球员将在今
晚抵达上海。

国足队长吴曦表示，由于
中超联赛刚刚结束，大家的身
体状态都处于疲劳期，最近两
天的训练以恢复为主，“主要以
保持身体机能的训练为主，通
过力量练习，希望能更快地恢
复到比赛和对抗的状态。”

谈到新帅李霄鹏的执教特
点，吴曦坦言由于队员并未到
齐，教练有针对性的要求和部
署尚未落实，“目前我们和教练
并没有进行深入的交流，但平
时的生活和训练，李指导在有
意为我们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

环境。”
对于 52 人的庞大集训名

单，吴曦表示这是其进入国家
队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集训，

“很多年轻球员在联赛中已表
现出自己的水平，他们身上的
活力相信会给国家队带来变
化，希望他们在训练和比赛中
严格要求自己，在国家队的大
舞台上充分地展示自己。”谈到
教练组中的老国脚，吴曦认为
他们是国家队的榜样，大赛经
验丰富，平时训练中的交流让
国脚们受益匪浅。

李霄鹏此前曾表态希望过
年期间面对日本队和越南队时
不要掉链子，展望未来两场世
预赛 12 强赛，吴曦表示将竭尽
所能打好两场比赛，打出自己
的精气神，相信结果不会太差，

“李指导告诉我们要卸下包袱
轻松出战，尽可能地将状态和
水平发挥出来。”

对于归化球员可能无法归
队是否已有心理准备，吴曦直
言这不是球员应该考虑的事
情，“归化球员在与不在，国家
队都会有相应的战术安排来应
对。”谈到首次入选国家队的戴
伟浚，吴曦认为平常在联赛中
是以对手的身份来进行比赛，
目前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有球训
练，与戴伟浚的配合未来还需
要慢慢磨合。

羊城晚报讯 记者柴智报道：
昨日，亚足联官方发布了2022赛
季亚冠联赛的竞赛日程表，东西
亚赛区都将以赛会制方式进行
双循环比赛。

东亚区小组赛将在 4 月 15
日至 5 月 1 日进行，16 强赛、1/
4 决赛和半决赛均为单场淘汰
制。亚冠决赛为两回合比赛，
2023 年 2 月 19 日在西亚区进
行首回合，2 月 26 日在东亚区
进行次回合，目前举办地尚未

敲定。
亚冠分组抽签将在 1 月 17

日进行。山东泰山队、上海海
港队、广州队和长春亚泰队将
代表中国出战 2022 年亚冠联
赛，其中山东泰山队与上海海
港队将以第一档球队的身份参
加抽签，广州队落入第二档。
长春亚泰队将在 3 月 15 日参
加亚冠附加赛，对阵澳足总杯
冠军与菲律宾冠军伊洛伊洛之
间的胜者。

意大利杯·今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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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队员在训练中 图/视觉中国

两周前，广东队刚刚以20
分的差距输给过辽宁队，再次
面对这一强劲对手，广东队主
帅杜锋显然对本场比赛做了针
对性布置。在两队的上一场交
锋中，广东队的后卫线完全被
辽宁队的郭艾伦和赵继伟压
制，此役广东队明显提升了对
辽宁队双后卫组合的防守强
度，屡屡提前包夹限制二人出
球。这样的战术收到了成效，

辽宁队在上半时的进攻明显受
阻，广东队在半场结束时也以
5分的优势领先。

纵观全场比赛，广东队对
辽宁队两名核心后卫的限制都
算成功。郭艾伦和赵继伟分别
只有 12 分和 10 分进账，虽然
付豪利用二人被包夹的空间得
到了38分，但广东队至少完成
了赛前针对辽宁队双后卫的部
署。在上半时的大部分时刻，
广东队都是占据主动的一方。
直到第三节，场上局面因裁判
的判罚彻底反转。

比赛进行到第三节中段，
当时广东队的领先优势保持在
10 分上下。威姆斯在突破时
击打到韩德君脸部，两人随后
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也一度引
起了两队球员的混乱。最终，
威姆斯和韩德君均被直接驱逐
出场，广东队缺少了一个稳定
的得分点，而且他们更在短时
间内再遭打击，胡明轩在防守
赵继伟时因垫脚被吹罚个人第
二次技术犯规，不仅送给辽宁
队三次罚球，自己也被驱逐出
场。

由于赵睿此役继续缺席，
广东队在下半时的大部分时间
只有徐杰一名主力后卫，实在
无力支撑起全队的进攻。趁广
东队两大主力不在，辽宁队乘

机发动反扑，不光抹平了分
差，更反过来确立了两位数的
领先优势。广东队不是不想在
末节翻盘，但易建联、徐杰等
主力球员体力耗尽，替补球员
则难堪大用，最终无力回天。

在第三节的那次冲突前，
广东队引领着比赛；而在冲突
发生后，纸面实力更强的辽宁
队占了上风。比赛瞬息万变，
辽宁队确实是整场比赛表现得
更为出色的一方。不过广东队
也打出了第二阶段开赛以来的
最好表现，球队的执行力相当
到位，如果赵睿在场，或威姆
斯和胡明轩没有被罚下，那么
胜负真的很难说。老将易建联
虽然在进攻端的威力不如从
前，但只要他在场上，广东队
的防守就能提升一个等级。此
役阿联得到 18 分 7 篮板 4 盖
帽，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老当
益壮。

常规赛两负老对手辽宁
队，这对于广东队而言当然是
件丧气事。但归根结底，这两
场还只是普通的常规赛，对赛
季的最终结果产生不了太大的
影响。若是两队在季后赛再次
相遇，能以最强阵容迎战的广
东队肯定会有更好的发挥。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实习生 吴之行

CBA·焦点威姆斯胡明轩遭驱逐

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徐
扬扬报道：今晨的英格兰联赛杯
半决赛首回合的较量是一盘“让
子棋”，因两大王牌前锋萨拉赫
和马内随其国家队征战非洲杯
缺阵，利物浦最终在主场与阿森
纳以0比0互交白卷。阿森纳的
后腰扎卡第 24分钟就被红牌罚
下，利物浦长时间以多打少，却
始终未能破门，他们屡失破门良
机。

扎卡从侧后方对着单刀赴
会的若塔抡了一脚，后者捂着肚
子倒在地上，由此开始阿森纳不
得不以10人应战。于是，这场原
本势均力敌的强强对话呈现出
一边倒，利物浦与阿森纳的控球

率之比是77%比23%，射门是17
比 3，射正却是1比1。利物浦脱
靶的射门竟然多达10次，这也是
他们未能全取三分的关键。

与若塔、菲尔米诺组成利物
浦锋线的南野拓实此役威胁最
大，他前两次射门角度较小，球
都是仅偏一点，但第89分钟在对
方门将拉姆斯戴尔出击扑空的
情况下，南野拓实在小禁区之前
面对空门竟然将球打高，错失了
绝杀对手的机会。

南野拓实三次射门脱靶，也
让其错失了一个冒尖的机会。
这位日本外援跻身英超豪门之
后，上阵的机会不太多，如今终
于能在联赛杯半决赛上阵，这对

他而言机会难得。利物浦上一
场在足总杯第三轮迎战英甲对
手什鲁斯伯里，南野拓实在下半
时替补上阵，成功过人2次，传球
成功率达85%，被主教练克洛普
点名表扬，还称赞“他是我们的
重要一员”。克洛普明显是在暗
示将给南野拓实机会，但如今机
会来了，他却未能把握。

此役，利物浦其实非常想
赢，这也是他们从第 61 分钟开
始，接连换上琼斯、张伯伦和威
廉姆斯的原因。可是，萨拉赫和
马内缺阵不仅直接削弱了其锋
钱的得分能力，对全队攻防也都
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也凸显了二
人在队中的重要地位。

西班牙超级杯（以下简
称“西超杯”）第二场半决赛
今晨上演，上赛季西甲冠军
马德里竞技以 1 比 2 负于上
届西超杯冠军毕尔巴鄂。1
月 17日凌晨，皇家马德里将
与毕尔巴鄂争夺冠军，过去
两届西超杯冠军狭路相逢。

毕尔巴鄂在西甲暂列第
九，只能算是一支中游球队，
但在西超杯赛场却称得上专
家级别。从上届西超杯到本
届比赛，毕尔巴鄂把西甲传
统三强皇马、巴塞罗那、马竞
赢了个遍。毕尔巴鄂主帅马
塞利诺执教过塞维利亚、比
利亚雷亚尔、瓦伦西亚等西
甲实力派球队，在对付传统
三强时很有经验。

今晨的比赛，马竞和毕
尔巴鄂陷入苦战，双方通过
三次角球分出胜负。马竞在
第62分钟取得领先，中场勒
马尔开出角球，前锋菲利克
斯头球攻门击中立柱，西班
牙国门西蒙不慎自摆乌龙。
毕尔巴鄂在第 77 分钟同样
把握住角球机会，穆尼亚因
主罚角球落点精准，中卫耶
莱头球把比分扳平。第 81
分钟，穆尼亚因主罚角球造
成禁区内的混战，替补出场
的边锋尼科·威廉姆斯跟进
射门入网，毕尔巴鄂以2比1
完成逆转。

去年1月4日，马塞利诺
成为毕尔巴鄂新主帅，他上
任的前三场比赛就是两次对
阵巴萨、一次对阵皇马，没有
比这更凶险的开局赛程了。

去年1月7日，马塞利诺迎来
执教毕尔巴鄂的首秀，在一
场西甲补赛中，毕尔巴鄂主
场以2比3惜败于巴萨，梅西
为巴萨攻入两球。

紧接着，马塞利诺就带
队参加了上届西超杯。在半
决赛中，毕尔巴鄂以2比1淘
汰2019-2020赛季西甲冠军
皇马，爆出大冷门，马竞旧将
劳尔·加西亚攻入两球。到
了决赛，毕尔巴鄂眼看就要
以1比2负于巴萨，前锋比利
亚利夫雷在第 90 分钟攻入
扳平比分的进球，把比赛拖
入加时赛。加时赛开始仅 4
分钟，前锋威廉姆斯为毕尔
巴鄂打进制胜球，毕尔巴鄂
以3比2逆转击败巴萨，捧起
西超杯冠军奖杯。加时赛伤
停补时阶段，梅西对比利亚
利夫雷有击打动作，被直接
红牌罚下，“梅球王”吃到漫
长巴萨生涯的唯一一张红
牌。

西超杯专家马塞利诺连
续两年带领毕尔巴鄂打进决
赛，迎来卫冕机会。当然，对
皇马而言，也迎来在西超杯
对毕尔巴鄂的复仇机会。

西甲第 21 轮本周末才
会进行，但毕尔巴鄂主场对
皇马的西甲第 21 轮比赛去
年 12 月 23 日 就 提 前 上 演
了，就是为了给两支球队参
加西超杯腾出“档期”。当
时毕尔巴鄂以 1 比 2 负于皇
马，皇马队长本泽马包办两
个进球。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意大利杯1/8决赛今晨迎来
一场焦点战，AC 米兰功勋球星
舍甫琴科带领热那亚客场挑战
老东家。经过加时赛，AC 米兰
以 3 比 1 逆转晋级，这很可能是
舍甫琴科执教热那亚的最后一

场比赛。
在效力AC米兰期间，“乌克

兰核弹头”舍甫琴科成为当家前
锋，他帮助红黑军团夺得一次欧
冠冠军和一次意甲冠军，这位王
牌得分手荣膺 2004 年金球奖。

昔日偶像重返圣西罗球场，今晨
比赛的主题就是欢迎舍甫琴科，
AC米兰主场球迷在看台上打出
很多标语为舍甫琴科送祝福，并
送上欢呼。

去年11月 7日，舍甫琴科成
为热那亚新主帅，这是他第一次
执教俱乐部，此前只有在乌克兰
国家队先后担任助教和主帅的
经历。在短暂的热那亚执教生
涯里，舍甫琴科一共两次面对老
东家。去年12月 2日，热那亚主
场以0比3惨败于AC米兰，当时
随队前往客场的AC米兰球迷为
舍甫琴科送上欢呼，让“乌克兰
核弹头”很感动。但是很多热那
亚球迷接受不了 0 比 3 的比分，
看台上的热那亚俱乐部主席赞
格里罗脸色很难看。

今晨再次面对 AC 米兰，舍
甫琴科的球队进步了很多。第
17分钟，冬窗新援奥斯迪加德头
球为热那亚取得领先。直到第

74分钟，中锋吉鲁才为AC米兰
扳平比分。

与舍甫琴科相比，AC 米兰
主帅皮奥利“老谋深算”。除了
技战术层面的比拼，本场比赛也
踢出了人情世故，皮奥利既给舍
甫琴科留了面子，也能确保 AC
米兰晋级。皮奥利此役把两名
主力边锋莱昂和赛莱梅克斯放
上替补席，在第 62 和第 80 分钟
才把他们先后换上场。莱昂和
赛莱梅克斯是AC米兰的进攻活
力源泉，在加时赛中几次冲锋就
冲垮了热那亚的防线。第102和
第 112 分钟，莱昂和赛莱梅克斯
各入一球。

赛前有消息称，不管本场比
赛结果如何，舍甫琴科都会下
课，罗马前主帅加西亚将会取代
他的位置。赛后，舍甫琴科表
示：“无论何时重返圣西罗球场，
我都非常激动。AC米兰球迷欢
迎我的场面很宏大，我要对他们

表示感谢，同时我要感谢来到现
场的热那亚球迷。”

在执教热那亚期间，舍甫
琴科已经带队参加了 9 场意甲
比赛，仅取得 3 平 6 负的糟糕
表现。排名倒数第二的热那亚
深陷降级区，在多赛一轮的情
况下，还落后排名倒数第四的
威尼斯 5 分。舍甫琴科执教热
那亚的唯一一场胜利，来自去
年 12 月 15 日的意大利杯 1/16
决赛，热那亚主场以 1 比 0 淘
汰意甲排名倒数第一的萨勒尼
塔纳。

在意大利杯被老东家AC米
兰逆转之后，舍甫琴科被问及这
是否是他执教热那亚的最后一
场比赛时表示：“我们表现很出
色，小伙子们竭尽全力。我在主
帅岗位上一天，就会竭尽所能，
接下来要等待俱乐部宣布他们
的决定。”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冬奥奥 ·前奏会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昨日，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冬奥村（冬残
奥村）场馆运行团队表示，根据
场馆运行实际需求，即日起张家
口冬奥村启动闭环管理，进入赛
时状态。

张家口冬奥村（冬残奥村）
（下称张家口冬奥村）位于张家
口赛区核心区域，向南距古杨
树场馆群 10 分钟车程，北距云
顶滑雪公园 12 分钟车程，占地
19.7 公顷，总建筑面积 23.9 万
平方米，分居住区、广场区和运
行区。

其中，居住区由 9 个公寓
楼组团和 1 个公共组团组成；
广场区面积约 2.17 万平方米，
由商业服务、赞助商服务、特许
经营、中医展示、文化活动等
22 个运营空间组成；运行区赛
时是为村内居民、访客、媒体等
人员提供进出村服务的场所，
包括运动员班车站、代表团接
待和访客中心、媒体中心、安保
中心等。

据介绍，张家口冬奥村计划
于1月23日预开村，1月27日正
式开村，共运行53天，3月 16日

闭村。冬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
自 7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
2020 名运动员及随队官员。冬
残奥会期间，预计接待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的 644 名
运动员及随队官员。

记者了解到，1 月 14 日至
23 日，张家口冬奥村将迎来部
分外籍考察人员，为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传播风险，1月3日起，冬
奥村就启动了“小闭环”工作模
式——即为外籍人员和中方陪
同人员划定了安全活动区域和
流线。

根据实际需要，场馆运行团
队决定于即日起，正式启动赛时
闭环管理措施，这标志着张家口
冬奥村正式进入赛时状态。

北京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
部长、张家口冬奥村场馆运行团
队主任贾凯表示，目前这样“大
闭环”和“小闭环”相结合的模
式，将确保防疫万无一失、工程
收尾有序进行、人员培训照常开
展。“我们将以最优的状态，把场
馆运行好，确保给运动员和随队
官员提供优质、高效、贴心的服
务。”他说。

进入赛时状态
张家口冬奥村

以对手身份重返圣西罗球场
舍甫琴科受到热烈欢迎

场上形势瞬间反转，广东队以90比102再负辽宁队

昨日，CBA 联赛上
演一场焦点对决，上赛
季总决赛对阵双方广东
队和辽宁队迎来了本赛
季的第二场较量，结果
辽宁队以102比90再次
击败广东队，稳坐积分
榜首位。这是一场堪称
惨烈的比赛，广东队的
威姆斯和胡明轩、辽宁
队的韩德君均被驱逐出
场，最终板凳实力更雄
厚的辽宁队笑到了最
后。此役，辽宁队球员
付豪砍下全场最高的38
分，是球队获胜的最大
功臣。

逆转淘汰马竞
毕尔巴鄂与皇马会师决赛

西班牙超级杯·今晨
联赛杯·今晨

以多打少以多打少，，屡屡失良机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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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甫琴科向球迷挥手致意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