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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报
道：东亚杯男足赛昨晚在日本爱
知县的丰田体育场落幕，东道主
日本队以 3 比 0 击败韩国队，夺
得冠军，后者屈居亚军。稍早，
中国国家男足选拔队在同一块
场地以 1 比 0 击败中国香港队，
在前两轮取得 1 平 1 负之后，在
第3轮收获首胜，最终排名第三。

季军之争是场闷战
国足对中国香港队之役是一

场闷战。上半时，国足与中国香
港队各项数据统计如下，进攻次
数 32 比 34、危险进攻 12 比 20、
射门 5 比 7、射正 1 比 0、控球率
是 63%比 37%。国足在控球率
占优的情况下，危险进攻次数和
射门次数都少于对方。

国足上半时唯一次射正球门
是蒋圣龙接球队友开出的角球
头球攻门，球在球门线上被对方
后卫挡出。此后，双方不仅都缺
乏创造力，而且皆失误频频，连
续三脚以上的传球鲜见，也都缺
乏一对一的能力，因而比赛场面

非常沉闷，观赏性差。在上半时
比赛的末段，中国香港队连续打
出快速反击，对国足球门构成较
大威胁，只是他们射术欠佳，射
门都脱靶。

易边再战，双方闷战依旧，
中国香港队的控球率甚至还有
所 增 加 ，终 场 哨 响 时 达 到 了
46%。不过双方都难以通过有效
的配合，创造出破门良机。而国
足的前场逼抢在第 67 分钟收到
成效，在前场封堵对方的解围之
后，球落到身处禁区内的谭龙脚
下，他不停球直接怒射破门，终
于打破僵局。

此后，中国香港队大举反
扑，全场射门次数最终上升至14
次，比国足多 8 次，一度造成险
情。不过国足防守未犯大错，终
将一球的领先优势保持到终场。

日本队技高一筹
韩日之战是本届东亚杯实

际上的决赛，因为韩国队此前
两战全胜，第 3轮只要战平前两
轮队 1 胜 1 平的日本队即可登

顶，因而他们开战之后踢得相
对保守。反观日本队要想夺冠
此战就必须赢，因而他们全力
进攻，占据了场上优势。上半
时，相马勇纪就曾左路突破后
小角度射中门柱，离进球仅差
点运气。

易边再战，日本队继续进
攻，对韩国队形成压制。第49分
钟，滕田让瑠右路传中，相马勇
纪抢点头球破门，替东道主打破
僵局。此后一球在手的日本队
乘胜追击，继续向对手施压。第
63 分钟，相马勇纪传球助攻，佐
佐木翔再下一城，将己队的领先
优势扩大到2比0。

此后，打出气势的日本队
已经难以阻挡，他们在第 72 分
钟又打出精彩配合，由小池龙
太助攻，町野修斗门前包抄推
射破门，将此役比分定格在 3
比 0。

此役，日本队与韩国队射门
之比是 14 比 5、射正之比是 7 比
1，前者占据明显优势，表现确实
是技高一筹，登顶实至名归。

35岁的苏亚雷斯，北京时间
7月27日宣布与老东家乌拉圭民
族队达成协议。

同样是出生于 1987 年的球
星，皇家马德里队长本泽马是角
逐今年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生的
大热门，梅西仍然是巴黎圣日耳
曼“三巨头”之一。

苏亚雷斯被誉为技术最全面
的中锋之一，把握得分机会的能
力令人赞叹，可惜几次大伤以后，
身体机能明显下滑。他拒绝了登
陆美国职业大联盟的机会，最终
决定回家乡效力。

2006年夏天，苏亚雷斯由乌
拉圭民族队加盟荷甲球队格罗宁
根，2007年夏天加盟荷甲班霸阿
贾克斯，2011 年夏天加盟利物
浦，2013-2014赛季以 31球夺得
英超金靴奖，并与皇家马德里的
C罗共同获得欧洲金靴奖。

2014年夏天，在世界杯咬基
耶利尼的事件之后，苏亚雷斯加
盟巴塞罗那，与梅西、内马尔组成
经 典 的“MSN 组 合 ”。 2015-
2016 赛季，苏亚雷斯以 40 球夺
得西甲金靴奖和欧洲金靴奖；
2020年夏天被巴萨抛弃，加盟马
德里竞技，2020-2021 赛季在头
号得分手身份帮助马竞夺得西甲
冠军。

今年夏天，苏亚雷斯与马竞

合同到期未能续约，失业一段时
间之后决定重返老东家。

2006 年的世界杯年加盟欧
洲联赛，2022年的世界杯年离开
欧洲联赛，苏亚雷斯犹如经历一
个轮回。乌拉圭无缘 2006 世界
杯决赛圈，当时在世预赛附加赛
经点球决胜被澳大利亚淘汰。当
时的雷科巴、弗兰、萨拉耶塔、蒙
特罗等著名球星，职业生涯最后
一站往往是乌拉圭民族队、佩纳
罗尔队等乌拉圭豪门，苏亚雷斯
同样如此。

与参加 2006 世界杯的天才
少年梅西不同，苏亚雷斯2007年
2 月才首次入选国家队，从此开
启辉煌的国脚生涯，帮助乌拉圭
连 续 打 进 2010、2014、2018、
2022 世界杯决赛圈。2010 世界
杯，“三巨头”弗兰、苏亚雷斯、卡
瓦尼带领乌拉圭夺得第四名。苏
亚雷斯在 1/4 决赛对加纳时的

“上帝之手”以及经点球决胜淘汰
加纳后的狂喜成为经典瞬间。

2011美洲杯，苏亚雷斯带领
乌拉圭夺得冠军，其中在 1/4 决
赛经点球决胜淘汰梅西领衔的东
道主阿根廷，他在半决赛和决赛
总共打进 3 球，并被评为当届美
洲杯的最佳球员，也比好兄弟梅
西夺得美洲杯整整早了10年。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7 月 27 日，据中国女足球员
唐佳丽所属的爱美体育经纪公司
消息，东亚杯结束之后，唐佳丽将
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加盟西甲女
足球队马德里CFF，这是中国女
足球员第一次登陆西甲。

该经纪公司发文提到：“马德
里CFF曾经有过韩国人张瑟琪，
现在有韩国女足17号李永周，还
有巴西女足的老队长Monica 等
等。这个环境（对唐佳丽而言）不
会很陌生，踢球的风格也会更适
合她，但竞争会更加激烈。”

上赛季，唐佳丽以租借的身
份加盟英超女足球队热刺，赛季结
束后双方没有续约。效力热刺女
足期间，唐佳丽共为球队出场13
次，打入1球。近期，唐佳丽代表
中国女足征战东亚杯，整体发挥一
般。接下来，唐佳丽将前往西班牙
马德里开启全新留洋旅程。

目前，西甲女足共有巴萨、皇
马、马竞等十六支球队。上赛季，
马德里 CFF 在西甲联赛中位列
第 13，属于中游球队。马德里
CFF 创立于 2010 年，2017 年球
队升入西甲联赛，如今已经征战
顶级联赛5个赛季。

除了唐佳丽，小将张琳艳也
将到瑞士草蜢俱乐部留洋。

本届东亚杯结束，中国女足
屈居日本女足之后，获得赛事亚
军。赛后，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
霞鼓励年轻队员留洋踢球。“我觉
得年轻队员可以到国外参加一些
俱乐部的比赛，也是增加自己的
信心，因为也是希望通过这些不
断去提升自己，如果确实这方面
做得很出色的话，那我们觉得应
该说给予鼓励，国家队也会用的，
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为国家队出
战。” 羊城晚报记者 詹淑真

7 月 27日下午，中足联筹备
组就中超联赛第二阶段开赛事
宜，召集18家俱乐部的代表举行
了线上会议。会上，中足联筹备
组确认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暨第
11轮比赛将于8月5日开打。

截至目前，11家俱乐部主场
已得到批准，分别是广州队、广
州城队、梅州客家、山东泰山、武
汉三镇、武汉长江、成都蓉城、河
南嵩山龙门、浙江队、大连人队
以及长春亚泰。

不出意外，广州队将用花都

体育场作为下一阶段的主场，广
州城队将重回越秀山体育场，梅
州客家队将继续在五华奥体中
心惠堂体育场征战。

目前仍有七家俱乐部尚未
获得属地地方政府部门同意其
主场比赛的函件，上海海港、上
海申花、北京国安、天津津门虎、
沧州雄狮、河北队以及深圳队极
可能无缘回归主场。

其中，深圳队已确定无法回
归龙岗大运体育中心，目前考虑
将主场设在佛山市的南海体育

中心，但仍在等待佛山相关部门
出具的“同意函”。在这种情况
下，深足仍存在奔赴第三方赛区
进行主场比赛的可能。

在第三方比赛地的选择上，
第一阶段三大赛区之一的海口
赛区在交通、场地条件、接待能
力等方面均符合中超比赛的要
求，考虑到大连和梅州赛区属地
均拥有一支中超球队，为维护公
平竞争，海口赛区也就顺理成章
地成为第三方比赛地。

据悉，在七家尚未向赛事主

办方提交属地地方政府部门同
意其主场比赛函件的俱乐部中，
上海申花希望自选异地主场，而
其余六家大概率将从第 11轮开
始，在海口赛区“主场”作战。此
外，暂时无法“主场作战”的俱乐
部仍可在赛季当中申请回归主
场，若俱乐部确认可以在属地城
市或自主选择的备选赛区城市
进行主场比赛，则必须提前两轮
通知赛事主办方。中足联筹备
组会上确认，赴第三方赛地进行
主场比赛的球队，其参赛产生的

相关费用由中超公司先行垫付，
随后从俱乐部年度参赛费用中
抵扣。

会上，中足联筹备组公布第
11轮对阵安排，广州城队主场对
阵武汉三镇，山东泰山队将在海
口“客场”挑战天津津门虎，成都
蓉城主场对阵河北队，北京国安

“主场”对阵河南嵩山龙门等。余
下赛程及对阵安排，赛事主办方
将依据“防疫、公平竞争、天气条
件”等原则做进一步编排，有望在
近日出炉。羊城晚报记者 柴智

苏亚雷斯倦鸟思归
打算重返乌拉圭民族队

中国女足球员首次登陆西甲

唐佳丽加盟马德里CFF

广州城队将重回越秀山体育场中超确认 8 月 5 日重
启，已有11队主场获批

■男足东亚杯

以1比0击败中国香港队后——

国足终获倒数第二

中 国 队 球 员 朱
辰杰（上）与中国香
港 队 球 员 安 永 佳
（下）在比赛中争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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