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李宏 美编：邱耀升 校对：董敏 组版：戴俊杰

2021年10月14日 星期四11 体坛

新华社沙特阿拉伯吉达10月
12日电 12日在沙特阿拉伯吉达
举行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12强赛B组第四轮比赛
中，中国男足客场 2:3 负于沙特
队。

面对前三轮保持全胜的沙特
队，国足主教练李铁首发再次变阵
为532阵型，力图通过防守反击寻
找机会。沙特队则在上半场通过高
位逼抢占据主动。第14分钟，沙特
队断球后在中国队禁区前打出精妙
配合，纳吉远射破门帮助主队首开

纪录。
第 33 分钟中国队错失绝佳机

会。张玉宁在中场摆脱后送出直塞
球，武磊高速插上单刀射门被沙特队
门将扑出。四分钟后沙特队扩大领先
优势，加奈姆右路传中，纳吉在后点将
球撞进球门，打入个人本场第二粒进
球。

下半场开始，两球落后的中国队
换上前锋阿兰和洛国富加强进攻。这
一换人在第46分钟立刻收到效果，中
国队连续配合后由阿兰斜传送进禁
区，洛国富停球后直接凌空吊射帮助

中国队扳回一球。
进球后中国队在场上一度占据

优势，但第71分钟沙特队替补出场
的前锋布赖坎抢点破门，3：1，沙特
队再次扩大领先优势。

第86分钟，吴曦在禁区外远
射，沙特队替补出场的门将卡尔尼
扑球脱手将球漏进球门。虽然边
裁判罚越位，但主裁判经过视频回
看确认进球有效，中国队又追回一
球。

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曾获得绝
平良机，可惜洛国富在禁区内的近

距离射门被守门员扑出，中国队最
终2:3遗憾落败。

同组本轮另外两场比赛中，日
本队2:1击败澳大利亚队，阿曼队
3:1战胜越南队。目前沙特队四战
全胜积12分领跑，澳大利亚队三胜
一负积9分排名第二，阿曼队和日
本队同积6分，中国队一胜三负积3
分排名第五，越南队积0分小组垫
底。

根据赛程，下一轮比赛中国队
将于 11月 11日在主场迎战阿曼
队。

中沙之战球员们的拼劲值得肯
定，但也不能掩盖球队在比赛中暴露
出的种种问题。客场对阵前三轮全
胜的沙特队，国足立足防守的方向没
有错，但是似乎有些过犹不及了。

从前三场比赛看，国足的中后
场问题一直不小。尤其是中场，防
守硬度不够，且无法组织有质量的
进攻，对于对手的针对性不强。沙
特队球员灵活、速度快、传接能力
强，针对这个特点，就需要尽可能选
择体能充沛且相对灵巧有速度的球
员。同时，更需要国足给沙特队施
加足够的进攻压力，才能达到相对
的平衡。但是，国足在首发阵容中
使用了过于保守的532阵型，这使
得球队面对对手的高位逼抢和节奏

变化时，一度踢得毫无章法、漏洞百
出。沙特队在上半场的两个进球，
一个是中国队的防守型中场球员失
误，给了对手突破远射的机会；第二
个则是后卫看球不看人，让对手在
后点轻松包抄破门。

比赛进入下半场，国足回归4后
卫，这个变阵效果显著。整个上半
场，国足和沙特队的射门比为1∶8，
下半场则变成了7∶7；在射正次数比
上，上半场沙特队以2∶1领先，而下
半场国足则交出了4∶1的成绩单。
这说明，下半场比赛，国足不仅自己
的攻势更猛，而且有效遏制了对手
的攻势。试想如果国足开场就这么
踢，或许这场比赛会有一个不一样
的结果。 （陈东）

上下半场判若两队

中沙之战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
地方，就是入籍球员的使用问题。
首发阵容中，主帅李铁仅派上了蒋
光太一名入籍球员。此前几场比赛
首发的艾克森以及一直跟队训练的
阿兰和洛国富都只进入了替补名
单。但从比赛的进程看，下半场阿
兰、洛国富和艾克森先后上场后，国
足的整体进攻比上半场好了很多。
其中洛国富更是第一次触球就帮助
国足取得进球。补时阶段，洛国富
又创造了一次很好的射门机会，可
惜没能将球打进。

其实从此前三场比赛来看，李铁
对于入籍球员的使用非常谨慎。12
强赛前三轮，他使用最多的入籍球员
就是后卫蒋光太，洛国富、艾克森以
及阿兰并未一起首发登场过，即便是
打替补，也是换下一名入籍球员之
后，再换上另外一名入籍球员。比赛
刚开始时保守些情有可原，但在上一
轮国足3∶2绝杀越南队的比赛中，艾
克森和阿兰就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
值。在没有伤病的情况下，李铁依然
没有放手给入籍球员更多的首发机
会，也引来不小的争议。 （李立）

入籍球员使用谨慎

□关尹

中沙之战的后半程，中前场的
三大归化球员艾克森、阿兰、洛国
富，一齐出现在了场上。看过他们
的表现，有球迷惊呼：“下半场这样
的中国队，是我见过的最猛的中国
队！”

从效果上看，确实如此。沙特
队前 45 分钟完全压制国足，肆无
忌惮围攻，还相对轻松地进了 2
球；而到下半场，随着李铁“搏命
式”的换人，以洛国富的那粒天外
飞仙为标志，国足吹响了绝地反击

的号角，在场面上也一举扭转，不
再被动。

几名归化球员一上来，效果立
竿见影。之前他们被人担心的环
节，比如可能体能不够好、态度不
够拼，完全没有出现。好几次，那
种咬着牙豁出去往前冲的劲头，着
实令人动容。

他们一样具有荣誉感和责任
感，我们要为这样的球员点赞。
要是场上所有人都能像他们一
样，即便面对的是澳大利亚、日
本和沙特这样的强队，结果恐怕
还真难说呢。

为他们点赞

新华社沙特阿拉伯吉达10月
12日电 在12日的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第四
轮比赛中不敌沙特队后，中国队主
教练李铁表示，球员在落后时没有
放弃，很满意他们的表现。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李铁表
示，球员在上半场表现过于拘谨，落
后了2球。但球员在落后的情况下
没有放弃。

“我对球员说，要把每场比赛
都当做人生最后一场比赛来打，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我们要对
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内凌晨1点熬
夜看球的球迷。”他强调，“我们的

球员都很努力，我很满意他们的
表现。”

“球队太久没有踢像12强赛这
么高质量的比赛，我们需要尽快适
应这样强度的比赛。回到上海后，
我们将加强训练，力争今后表现得
更好。”李铁说。

对于张琳芃的伤势，李铁透露，
队医初步诊断是肌肉拉伤，还需进
一步确诊。

李铁指出：“长期在国外封闭
训练比赛，对球队影响巨大，我们
希望能回到中国，在我们的主场
比赛，这和在中立国踢主场比赛
是完全不一样的，但11月份的两

场主场比赛还无法确定能否在国
内举行。”

他补充说：“国家队需要更多有
质量的热身赛来锻炼队伍，但在目
前疫情情况下，我们的热身赛计划
迟迟落实不了。”“我的球员们非常
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我要再次
对他们提出表扬。”

最后李铁特别感谢了到现场为
国足助威的500多名中国球迷。

沙特队主教练勒纳尔说：“今天
的比赛很艰苦，我们在领先的情况
下有所松懈，没能扩大优势，而中国
队取得了进球。但最重要的是我们
取得了胜利。”

新华社伦敦10月12日电 作
为2022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硕果
仅存”的全胜球队，丹麦队12日继
续着他们的胜利脚步，1:0小胜奥
地利队后提前获得2022年世界杯
足球赛入场券。C罗独中三元，帮
助葡萄牙队5:0大胜卢森堡队。

此前在F组实现七连胜的丹麦
队当日主场迎战奥地利队，虽然控
球率和对手不相上下，射门也只是
8:7比对手多一次，但丹麦队5次
射门都击中门框范围内，对手则是
零命中。

最终，丹麦队凭借意甲亚特兰
大后卫梅勒第53分钟的进球全取
3分，在领先第二名苏格兰队7分的
情况下提前两轮晋级，成为继德国
队之后第二支出线的欧洲球队。

同日的A组比赛中，卢森堡队
开场没多久就先后因禁区内“冒犯”
贝·席尔瓦和C罗被处以极刑。C
罗两度主罚全部命中，主队在比赛
进行了 13 分钟后就已经 2:0 领
先。第18分钟，贝·席尔瓦禁区内
妙传费尔南德斯，曼联中场小角度
抽射得手。下半场帕利尼亚再添一
分之后，C罗又在终场前头球破门，
将比分定格在5:0。

36岁的C罗已经将他保持的
国家队进球世界纪录提高到115
个。从2004年的欧锦赛小组赛实
现国家队首个进球，C罗身披葡萄
牙队战袍登场182次，其中10次完
成“帽子戏法”。

不过，由于同组的塞尔维亚队
3:1力克阿塞拜疆队，比对手少赛
一场的葡萄牙队以1分劣势排名第
二，但已确定不会跌出前两名。

另外，卢克·肖犯规送给匈牙利
队点球机会，主场作战的英格兰第
24分钟率先丢球。曼城后卫斯通
斯在上半场结束前为“三狮军团”扳
平比分，但表现不尽如人意的主队
最终未能全取3分。

英格兰队在8轮过后以20分
继续领跑I组，当日1:0小胜阿尔巴
尼亚队的波兰队以3分差距紧随其
后。

瑞典队2:0击败希腊队后反超
西班牙队，以2分优势领跑B组。

世预赛欧洲区第一阶段每组头
名共10支球队直接出线。十个小
组第二与两支通过欧洲国家联赛排
名确定的球队进入第二阶段比赛，
决出另外3个出线名额。

世预赛C罗大变“帽子戏法”

葡萄牙大胜卢森堡出线在望

新华社丹麦奥胡斯10月12日
电 中国羽毛球女队12日在尤伯杯
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对阵东道主丹麦
队，结果五场较量全部获胜晋级八
强。

第一场单打，何冰娇迎战世界
排名第 23 位的小将克里斯托弗
森。这是两人在世界大赛上首次较
量。第一局何冰娇开局领先，但后
半程遭遇逆转，以 21:23 失掉首
局。随后何冰娇以21:13和21:15
连扳两局，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
这是本届汤尤杯开赛以来，中国选
手第一次需要打第三局来决定胜
负。

“输掉第一局有点儿可惜。后
两局前半程有些胶着，后面打出信
心，比分渐渐拉开。”何冰娇说，“这
里是丹麦主场，莉娜（克里斯托弗
森）是欧青赛的冠军，身高力量方面
都有优势。出色的对手会激发我的
状态，接下来我会越打越好。我和
队友们状态不错，非常有信心重夺
尤伯杯。”

东京奥运会女双银牌组合陈清
晨/贾一凡以21:10和 21:14直落

两局，战胜世界排名第25位的马厄
隆/拉文组合。随后，21岁小将王
祉怡在与27岁的克亚尔菲尔德的
较量中遭遇强劲挑战。王祉怡在
12:21先失一局情况下，以21:15
和21:17艰难逆转，为中国队拿到
确保本场比赛获胜的第三分。

作为第一次经历团体赛的年轻
选手，王祉怡与力量大、速度快的克
亚尔菲尔德是首次碰面。

“这场比赛自己大多时候处在
落后或被动状态，她杀我后场球比
较凶，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第一局
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节奏对不上，
失误多。”王祉怡说，“后面比赛一场
比一场难打，经历这场高强度对抗
后，信心增强很多。”

黄东萍/李汶妹组合以21:19
和21:15击败博尔/波尔森，为中国
队抢到第四分。最后一场，世界排
名第27位的韩悦以21:17和21:9
击败第39位的雅各布森。中国队
在小组赛以全胜战绩晋级四分之一
决赛。

尤伯杯八强淘汰赛对阵抽签将
于14日所有小组赛结束后进行。

12日，国际篮联公布2023年
男篮世界杯预选赛赛程，中国男篮
的首个窗口期比赛是于 11月 27
日、28日连续两天对阵日本队。

2023年男篮世界杯赛将在印度
尼西亚、日本以及菲律宾进行小组
赛的角逐，决赛阶段的赛事将集中
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行，这也是
篮球世界杯首次在多个国家举办。

本次世界杯预选赛亚大区(亚
洲/大洋洲地区)共有16支球队参
赛，被分为四个小组，中国男篮与澳
大利亚队、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同
在B组。

根据相关规则，世预赛亚大区
首轮比赛每个小组的前三名将晋级
第二轮预选赛。晋级后的12支球
队被分为两组，成绩最好的5-6支
球队将获得参加2023年男篮世界
杯正赛资格。

目前，日本队和菲律宾队已获
得直通世界杯资格，但仍将参加预
选赛，并且不占用此前所述成绩最
好的5-6支球队的名额；印度尼西
亚队能否直通世界杯将取决于其能

否在亚洲杯赛上进入前八名，因此
亚大区名额为5-6个。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各地情况不
同，亚篮联也针对世预赛亚大区赛
程进行了说明：C组和D组采取主
客场比赛，A组与B组采取封闭式
的赛会制比赛。日本将在仙台举行
B组11月的两场赛事，均是中日之
战；澳大利亚队与中国台北队的比
赛将于2022年2月进行。

自2021年11月22日开始，全
世界80支男子篮球队将分成欧洲、
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4个地区，
通过6个窗口期的预选赛，争夺32
个正赛名额，总计历时15个月。其
中第一个窗口期为2021年11月22
日-30日，最后一个(第六个)窗口期
为2023年2月20日-28日。

为配合中国男篮征战世预赛，
新赛季的CBA常规赛将分三个阶
段进行。第一阶段为10月16日至
11月14日，第二阶段拟为2021年
12月25日至2022年1月28日，第
三阶段拟为2022年3月30日至4
月21日。 （中新网）

男篮世预赛赛程公布

中国男篮11月两战日本队

5:0击败丹麦队

中国女队晋级尤伯杯八强

王祉怡在女
单比赛中。

新华社发

国足关键一役折戟沉
世预赛12强赛，中国队不敌沙特队

中沙之战后主帅李铁表示：

满意球员在落后时不放弃的表现

C罗：虽然岁数大了，但别质疑
我的进球能力！

李铁：球员已尽力，我也没招了。

张琳芃（左）与对手拼抢。

洛国富起脚吊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