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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8日15时，中韩
女足奥预赛首回合比赛将在韩国高
阳体育场进行。

4月7日下午，中国女足主教练
贾秀全和与队长吴海燕共同出席了
赛前新闻发布会。会后，中国女足
公布了20人大名单，王霜、王珊珊、
吴海燕、彭诗梦等悉数在列，前锋李
影无缘出征。

在2020年2月进行的东京奥

运会女足预选赛B组比赛中，中国
女足以三战两胜一平名列小组第
二。按照规则，中国女足将与韩
国队进行附加赛，争夺晋级东京
奥运会的一个参赛名额。由于疫
情等原因，中国女足与韩国队决
定奥运门票的两回合生死战，此
前已经数次推迟。最终，两回合
比赛被定于4月 8日与4月 13日
进行。 (中新）

中韩女足奥预赛今日打响

王霜领衔中国女足出战

据新华社首尔4月 7日电 7
日，在中国女足与韩国女足的奥运
会预选赛附加赛首回合新闻发布会
上，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表示，从
近十年中国和韩国女足在亚足联的
排名看来，两队实力在伯仲之间，各
有各的特点。他希望能作为教练带
领中国女足进军奥运会。

贾秀全介绍，中韩两国的比赛
已经延期数次，现在全队上下都
很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胜利，
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既定的目

标。他认为，“在我担任主教练期
间，与韩国队有两次交手的机会，
虽然在梅州四国赛我们以1：0小
胜，但是当时韩国队就给了我很
深的印象，韩国女足在亚洲是一
支强队，可以跟任何一支亚洲球队
抗衡。”

“我在球员时代曾代表中国参
加过奥运会，我更希望这次通过中
国女足的出色发挥，我能够作为教
练和女足队员们一起拿到这张奥运
会的入场券。”贾秀全说。

贾秀全：

希望作为教练进军奥运会

皇马主帅齐达内赛前和利物浦
主帅克洛普谈笑风生。瓦拉内赛前
确诊感染新冠，加上一周前受伤的
拉莫斯，皇马的中卫组合彻底散架，
这让外界对7日凌晨欧冠四分之一
决赛与利物浦的首回合颇感悲观。
然而事实证明，担忧是多余的——
不仅皇马后防线全无压力，如今的
利物浦压根禁不住皇马的折腾。一
场3∶1之后，齐达内毒辣的眼光和
皇马在欧冠赛场的经验，展露无遗。

齐达内完全找准了利物浦的命
门。很显然，一条不安全的后防线
让利物浦很难坚定贯彻克洛普那
套赖以成名的高压战术——没有
优秀中后卫坐镇，球队整体处在一
种患得患失的状态中，逼抢不彻
底，无法形成连续的攻势。目前，

利物浦英超最近4个主场有2场上半
时零射正，纵观本赛季，锋线上除了
萨拉赫依旧稳定外，马内和菲尔米诺
进球大幅下降，甚至于助攻见长的阿
诺德表现也远远低于过去两个赛季
（前两个赛季助攻数分别为12、13次，
本赛季5次）。

值得一提的是，利物浦不能施加
有效的逼抢，还给对手找到轻易出球
的机会——在克罗斯两脚长传的时
候，身边方圆几米没有一个利物浦球
员……

如果说上轮面对莱比锡，利物浦
还能靠整体实力压制，遇上一个拥有
两位大师级中场（克罗斯、莫德里奇）
兼具前场快马维尼修斯的皇马，利物
浦当真是被掐住了“七寸”。

（新体）

利物浦陷入全面溃败

齐达内手掐利物浦“七寸”

皇马与利物浦的欧冠四分之
一决赛开战前，皇马队长拉莫斯受
伤了，而且一伤就是1个月，完美
地错过了与利物浦的主客场对决。

皇马和利物浦都少了当家中
卫，相比皇马队长拉莫斯的受伤，
受到影响更大的还是利物浦。范
戴克的缺阵对利物浦后防的影响
实在太大，少了这位王牌核心，利
物浦的后防就像失了魂一般，要么
乱作一团，要么集体犯昏。

第65分钟，本泽马在底线附
近回做，莫德里奇切入禁区后传
中。而此时皇马仅有维尼修斯一
人站在禁区内，而阿诺德和菲利普
斯均未上前对他进行贴防。当莫

德里奇的传球传进来时，维尼修斯
的射门几乎是在无人盯防的情况
下舒舒服服地完成的。

3∶1，皇马再度取得2球的领
先优势，也就此锁定了本场比赛的
胜局。这个比分也让双方次回合
在安菲尔德的对决充满悬念，届时
利物浦只需要赢个2∶0就能晋级，
这比夺冠赛季次回合逆转巴萨的
难度要小多了，但若是利物浦的后
防还是这样的表现，即便安菲尔德
坐满了球迷，也是白搭。

更何况本赛季的安菲尔德，已
经不是那座令来访球队胆寒的魔
鬼主场了，克洛普用什么来复仇？

（叨叨）

利物浦后防乏力

第二回合拿什么来逆转？
在皇马状态低迷之时，齐达内

又一次用出色的临场应对和排兵布
阵证明了自己，同时皇马的球员们
也在本场比赛打出了应有的水准。
可以说这场胜利是齐达内和球员们
团结一致的成果。

对于目前缺兵少将的皇马来
说，外界并不看好皇马能够完美地
挺过这一段魔鬼赛程。但齐达内又
一次欺骗了全世界，每当球迷和媒
体认为皇马会在魔鬼赛程当中崩盘
之时，齐达内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你，
之前的一切都是假象。皇马还是有
一战之力的，他们的油箱当中也有
足够的“油”。在赛季初，皇马也曾
深陷魔鬼赛程。但是齐达内率领球
队用一波5连胜打碎了外界的质疑，

说齐达内没有玄学加持是不可能的。
每当皇马遭遇困境，他总能化险为夷。

越是不被外界看好，皇马就越能迸
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力，或许这就是
真正的皇马。期待皇马能够在接下来
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刘阳）

别被齐达内骗了：

皇马的油箱里有足够的“油”

在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首回
合对决中，“蓝月亮”曼城凭借福登
终场前的进球2∶1送走多特蒙德。

面对拥有欧洲新一代“金童”
哈兰德的“大黄蜂”多特蒙德，曼城
在主场率先有所斩获。第19分钟，
德布劳内接马赫雷斯的底线回传
快速一击，门前的京多安机敏跳起
避开球路，多特门将反应不及只能

眼看着球滚入球门。
此后，两队继续展开激烈拼抢，哈

兰德下半场曾强力摆脱曼城后卫突入
禁区，但射门略显疲软，被埃德森用腿
挡出。曼城之后错过几次破门良机，
对手则在第84分钟由哈兰德助攻罗
伊斯劲射破门，取得宝贵客场进球的
同时扳平比分。

时间所剩无几，但却足够曼城改

写结局。第90分钟，京多安禁区内
接队友大脚长传轻巧敲给身边的福
登，英格兰小将推射远角命中，助曼
城完成绝杀。

不过，谁能笑到最后还要下周
在多特主场见分晓。曼城主帅瓜迪
奥拉说：“我告诉球员们要去赢得比
赛。今天我们做到了，而我们去多
特蒙德也不会去守住胜利。”（温汉）

福登制胜“蓝月亮”绝杀“大黄蜂”

若说起维尼修斯这个赛季最
令人印象深刻的瞬间，你会想起
哪个？可能会有不少人想起皇马
欧冠主场对阵亚特兰大的那场比
赛：维尼修斯高速插上盘带进入
禁区，闪转腾挪戏耍对方后防线，
然后近在咫尺的打门离谱偏出。
而在皇马主场迎战利物浦的欧冠
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中，维
尼修斯终于在欧冠赛场找回了面
子，此役皇马小将完成梅开二度，
两粒进球毫无拖泥带水的冗杂盘

旋：第一球接克罗斯长传，胸部卸球
后机巧破门；第二球接莫德里奇横
传，顺势一推让阿利松无计可施。

当德国名哨布吕希吹响比赛结
束的哨音，维尼修斯已经毫无疑问
地成为了本场比赛的英雄与主角，
他一改过去长于盘带、拙于射门的
形象，用两次精彩的射门终结了比
赛的悬念。对于维尼修斯来说，这
或许是自他2019年加盟皇马以来
最具决定性的一次表现。

（阿基雷）

维尼修斯加盟皇马以来最高光一役

干脆利落“双响”立功

英超球队利物浦7日败走马
德里。第27分钟，皇马新星维尼
修斯接克罗斯长传摆脱两名“红
军”包夹后单挑门将中的。9分
钟后，皇马又一记长传开至前场，
利物浦右后卫阿诺德头球回传失
误酿成大祸，阿森西奥接球挑过
出击的阿利松，随后轻松打空门
得手。

下半场开始不久，若塔助攻

萨拉赫为利物浦扳回一分，但维尼
修斯很快就接莫德里奇的横传扫射
破网，让皇马最终确保两球领先的
优势。

利物浦主帅克洛普坦言对球
队表现并不满意，“除了那一个进
球，还能让我觉得好的就是这只是
两回合比赛的第一回合。一个进
球也算为我们的第二回合保住了
一丝希望。” （新华）

萨拉赫破门

利物浦尚存一线生机

4月7日，上海农商银行队球员
赵莹莹（右）与长春大众置业队球员
陈梦圆争抢。

当日，在昆明举行的2021年中
国足球协会全国女子足球锦标赛决

赛中，长春大众置业队在常规时间
内以1∶1战平上海农商银行队，最终
在点球大战中以 4∶1（总比分 5∶2）
战胜对手，获得冠军。

新华社发

全国女足锦标赛：

长春大众置业队获得冠军

当地时间5日，国际奥委会主
席巴赫向获得东京奥运会资格的池
江璃花子表示祝贺。他说道：“奥运
健儿从不放弃，祝贺池江璃花子在
被诊断出白血病仅两年后就获得东
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迫不及待地
想在东京见到你。”

4月4日进行的日本游泳锦标
赛上，日本游泳名将池江璃花子以
57秒77夺冠。虽然这个成绩未能
达到东京奥运个人项目的达标标
准，但满足了入围女子4×100米混
合泳接力项目 57秒 92的选拔标
准。这就意味着，今年夏天池江璃
花子会出现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

2019年池江璃花子被确诊为
白血病，此后便告别了泳坛。经过
10个月的治疗后，池江璃花子顺利
出院。去年8月，池江正式复出，她
参加了东京都特别大赛，50米自由
泳中，她获得了小组第一。今年2
月份，她又在东京都公开赛50米蝶

泳比赛中，以25秒77的成绩获得
复出后的第一个冠军。

如今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
格，池江璃花子表示：“我不能用言
语来形容自己有多高兴。那一刻，
我回想起到达这里之前所经历的一
切。我感到很震惊，一时间无法思
考了，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我才能慢
慢接受这一结果。”

她继续说道：“和五年前(里约)
奥运选拔赛相比，我没有那么自信，
觉得赢得比赛的机会很小，不过我
还是投入了必要的努力。所以不管
你多么没自信，或者事情多么难，只
要你努力就会有回报。后来比赛时
我就想，‘我回来了，我属于这里’。”

自从去年正式复出以来，她
曾多次表示自己的目标是参加
2024年巴黎奥运会。但现在这个
目标显然发生了变化。几个月之
后，她将在自己的家乡向奥运金牌
发起冲击。 （中新）

巴赫祝贺池江璃花子获奥运资格：

期待东京见到你

亚足联官网4月7日确认，上
海海港将出战本赛季亚冠。

据此前报道，亚足联发布公告
称，上海海港递补山东泰山出战今
年的亚冠，但是亚足联官网的赛程
中代表中超参加资格赛的球队一直
处于待定。4月7日，亚足联官网的
赛程终于进行了更新，上海海港正

式出现在了资格赛的对阵表上，这
就意味着亚足联最终确认了上海海
港俱乐部本赛季的亚冠资格。

上海海港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
亚布里斯班狮吼和菲律宾伊洛伊洛
之间的胜者。上海海港如果晋级正
赛的话，将进入在泰国进行小组赛
的F组。 （人民网）

亚足联官网确认：

上海海港将出战本赛季亚冠

2020-2021赛季欧冠联赛
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北京时间7
日开战，在当日的一场焦点战中，
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主场3：1击
败英超球队利物浦，占得先机。
客场1：3负于皇马，利物浦已经被
逼上绝路，若想晋级欧冠四强，克
洛普的球队恐需要再次上演“安
菲尔德奇迹”才行！

2018-2019 赛季欧冠半决
赛，利物浦第一回合做客诺坎普
球场0：3惨败给巴塞罗那，第二
回合“红军”在主场安菲尔德4：0
狂胜，总比分4：3惊天翻盘晋级，
这场比赛史称“安菲尔德奇迹”。
遗憾的是，昔日的魔鬼主场如今
早已不在，目前，利物浦在英超赛
场上惨遭主场六连败，“安菲尔德
奇迹”能否再度上演？

巅峰对决，皇马众将爆发惊人战斗力。

齐达内——“银河战舰”舰长。

▶维尼修
斯本场比赛梅
开二度成为了
第一个在欧冠
1/4 决赛进球
的00后球员。

▶萨拉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