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比赛 比赛结果

4 . 1 中超 恒大3:2上港

7 . 22 中超 上港2:2恒大

8 . 16 足协杯 上港2:1恒大

8 . 22 亚冠 上港4:0恒大

9 . 12 亚冠 恒大5:1上港

9 . 29 足协杯 恒大vs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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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之争已变被动
9天3赛鲁能迎挑战

申花波耶特下课
吴金贵接任主帅

上赛季结束后，申花没有
与帮助球队重返亚冠赛场的
曼萨诺续约，最终与乌拉圭教
头波耶特牵手。但是波耶特上
任初期由于战绩不佳就遭到
了申花球迷的质疑。

波耶特在申花的首秀，球
队便在亚冠资格赛第3轮0：2负
于布里斯班狮吼出局，带领申
花出战的23场联赛，波耶特只
率队拿到6胜6平11负的成绩。
尤其是上周末的保级大战主
场1：2遭建业逆转，最终让申花
高层决定拿下波耶特。

曾率领申花队在2003年夺
得末代甲A冠军的吴金贵，将
再次出山。这是吴指导第四次
接手申花。但是与02年、06年、
07年三次接手不同，这一次一
接手就面对保级和足协杯的
双料难题，已经有5年未拿起
教鞭的吴指导，能再现2003年
末代甲A的神奇么？ 腾讯

秦升半年禁赛期满
复出首战上海德比

回顾6个月之前，踩人事件
一出，足协则处以秦升半年禁
赛的重罚，时间从2017年3月12
日至9月11日。在这长达半年的
禁赛期间，秦升遭受到了球迷
们的口诛笔伐。

9月16日是申花与上港之
间的城市德比，这场比赛不仅
是两队之间的内部之争，由于
申花目前距离降级区仅有一步
之遥，这场比赛也显得格外重
要。届时秦升的禁赛期已过，按
照规则可以在这场德比战中复
出，这对于目前内忧外患的上
海申花来说是一个利好。

但是，作为球队的大将秦
升已经有半年没有参加联赛，
现任救火主帅吴金贵是否敢于
冒险将秦升安排出场还是一个
疑问。 综合

复制恒大壮举？

上港还差两步

上赛季首次征战亚冠赛场，
上港就杀到8强，尤其是1/8决赛
次回合，靠着武磊的绝杀气走东
京FC，是上港在亚冠赛场的经
典一役。但1/4决赛对阵韩国霸
主全北现代，上港实力、经验上
和对手相比都略逊一筹，尽管在
主场顽强逼得一个0：0的平局，
但前往客场，上海上港以0：5完
败，首次征战亚冠，以一场大比
分的失利结束。

但引进了奥斯卡和艾哈迈
多夫之后，上港的实力再次得到
提升，连续2个赛季征战亚冠，第
2个赛季就杀进4强。上港在这条
战线的战绩，简直就是在复制恒
大当年的称霸之路。

2012赛季，恒大首次参加亚
冠即杀到8强，但1/4决赛总比分
4：5被沙特的伊蒂哈德淘汰。不
过2013赛季，恒大卷土重来，在
银狐的带领下，恒大以席卷整个
亚洲之势夺冠，成为首支拿到亚
冠冠军的中超球队。

但连续第2个赛季参加亚

冠，上港终于跨过8强这个坎，和
当年恒大的崛起之路极为相似。
当然，上港已经无法成为像恒大
那样成为首支夺取亚冠冠军的
中超球队，而且即便想要登顶亚
洲，上港还需要完成两个步骤。
首先是半决赛面对强大的日本
球队，上港万不可以像这场比赛
一样掉以轻心。即便能跨过日本
这一关，上港要想复制恒大第2
年的夺冠之路，还需要在决赛中
击败更加强大的西亚球队。

亚冠经典战役

恒大赢得了尊严

当广州恒大4：4扳平上海上
港之后，大部分球迷已更盼望广
州恒大晋级亚冠东亚决赛。因为
一个能在0：4落后然后打到4：4
的球队，更有一种让人畏惧的气
质，日本对手也会开始习惯性地
面对恒大心慌起来。

但是，足球不相信“假如”，
上港在少一人之后，居然清醒过
来。造化弄人，几乎逆转的大功
臣高拉特将点球罚在门柱上。但
是高拉特其实不必难过，广州恒
大没输，因为他们赢得了尊严和

人们对冠军的畏惧。并清晰地用
这场比赛告诉中超的所有球队：
想建立新的王朝，不要指望我的
轻易衰败，而必须是你们自己的
超越。

上港在狂喜过后该冷静下
来，4：0的领先都不足以让他们
控制局面，这就是上海上港与真
正强队之间的距离。如果同巴萨
一样，虽然幸运地击败巴黎圣日
耳曼，但随后被尤文图斯击败出
局，那场大逆转就只能被记住，
而无法被纪念。同样的道理，如
果上海上港不更上一层楼，在球
迷心中，人们还会怀念打亚冠的
广州恒大的。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CCTV
演播室里的主持人曾侃说了一
句评语：对于中国球迷来说，这
场比赛可能比巴萨对巴黎圣日
耳曼更精彩，比马竞对皇家马德
里的欧冠决赛更经典，因为这是
我们自己球队之间的比赛。是
的，这一场比赛可以这么说。接
下来，把日本队拿下，最后把亚
冠拿回来，让上海上港与广州恒
大的这场比赛，不仅被记住，更
可以被长久纪念！ 综合

上港创造历史 恒大站着离开

9月12日，亚冠1/4决赛
次回合的中国德比中，恒
大带着0：4的比分回到天
河体育场，险些创造奇迹
逆转上港晋级。常规时间
奇迹般的打平，加时赛双
方各进一球，残酷的点球
大战高拉特打中门柱，上
港得以惊险晋级。无论你
是为恒大惋惜还是为上港
窃喜，作为一名国内球迷，
你不得不为这场比赛拍手
叫好，因为这是属于中国
球队之间的经典对决。

上轮中超联赛之前，鲁能
还以39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三
位，尽管领先优势不明显，但
是与排在身后的华夏幸福以
及天津权健相比，竞争亚冠名
额的主动权在鲁能这边。

然而上轮主场遗憾被苏
宁逼平，华夏与权健相继取得
胜利使得鲁能在积分榜上一
下滑到了第5位,从而丧失了争
夺亚冠资格主动权，尽管落后
第三的华夏幸福2分，但是只
要能拿下与申花的补赛就能
将其反超。不过与天津权健相
比，鲁能没有少赛一场的优
势，若是想超过权健，只有期
待对方犯错。

本来9月份鲁能一共只有3
场比赛，但是由于虹口体育场
失火，第七轮客战申花的比赛
被改到9月19日，也就是说鲁能
从9月16日到24日要面临9天3
赛的考验，球队要先后飞往上
海和郑州。尽管赛程紧任务
重，然而鲁能要是想重新抢回
亚冠争夺的主动权，首先就要
跨过9天3赛这一挑战。

见习记者 魏露

上港第一次打入亚冠四强
上赛季首次杀入

亚冠，上港就一路杀到
8强，但8强战两回合的

赛事被全北5：0淘汰。连续第2
个赛季闯入亚冠，上港则轻松
杀到8强，在八强战中艰难拿
下“中超德比”，首次闯入4强。
当然，上港要想复制恒大第2
年参赛即夺冠的一幕，还需要
连闯2关。

两队本赛季交手5次
本赛季上港与恒

大在联赛交手2次，上
港1平1负。亚冠交手2

次，双方各赢1场，足协杯交手
1次，上港主场2：1取胜。

浩克亚冠已进8球
浩克在2017亚冠

赛场上已打进 8粒进
球，同时还有6个助攻，

本场的任意球更是力挽狂澜，
绝对堪称上港队内大腿。

上海上港位列亚洲第10
著名足球数据网

站《footballdatabase》日
前公布了最新一期的

亚洲俱乐部排名，广州恒大较
上一期下降到亚洲第5的位
置，而上海上港的排名则上升
至亚洲第10。

双方12人随国家队出战
上一个国际比赛

日，恒大有8名球员(中
国队7人、韩国队1人 )

随各自国家队出战，上港方面
有4名球员(中国队3人，乌兹别
克斯坦1人)入选。而且国家队
比赛刚结束，恒大和上港就面
临又一次魔鬼赛程，国脚们可
谓疲惫不堪。

恒大天体连续54场不败
自2015赛季主场

0：2输给西悉尼流浪者
以来，恒大在天体的正

式比赛中，已经连续5 4场不
败。其中今年的19个主场，取
得了16胜3平的骄人成绩，但3
场平局有2场出现在亚冠小组
赛中。

□见习记者 魏露

亚冠1/4决赛，中超德比之
间的精彩对决已经落下帷幕，尽
管上港已经踩着恒大的肩膀在
亚冠赛场中创造历史，但是想要
挑战恒大在中国球队的霸主地
位，上港还要在14天之后中国足
协杯半决赛次回合想办法攻克
天河体育场。

在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的

交锋中，上港主场2：1战胜了广
州恒大，次回合双方需要移师天
河体育场进行。尽管上港领先恒
大1球，但那场比赛恒大基本上
是轮换阵容出战，而且还拿到一
个客场进球。况且上港刚在天河
体育场120分钟内被恒大打了个
5：1，因此两周以后再战天河体
育场，对于上港来说是一个挑战
恒大地位的机会，也是一场十分
艰难的鏖战。

上海上港本赛季亚冠和足
协杯都打进了4强，也创造了球
队历史纪录。以上港今年的引援
来看，至少拿到一个冠军才算完
成球队目标，然而中超落后恒大
8分已经基本无望拿到中超联赛
冠军。

如今足协杯和亚冠成为了
上港最后的希望，同时足协杯的
对决也是上海上港与广州恒大

“王权”之争的又一个战场。

“王权”之争继续14天后再战天河

亚亚冠冠出出局局以以后后恒恒大大势势必必要要全全力力拿拿下下中中超超和和足足协协杯杯双双冠冠王王

相关数据链接

浩浩浩克克克将将将率率率领领领上上上海海海上上上港港港继继继续续续追追追逐逐逐本本本赛赛赛季季季的的的亚亚亚冠冠冠冠冠冠军军军

恒大与上港本赛季交锋记录

备注：双方历史交手13次广州恒大

6胜5平2负，其中中超联赛交手十

次。恒大取得5胜5平的不败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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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小组第一 止步8强

2013年 小组第一 亚冠冠军

2014年 小组第一 止步8强

2015年 小组第一 亚冠冠军

2016年 小组第三 未能出线

2017年 小组第二 止步8强

恒大亚冠历史战绩

上港亚冠历史成绩

2016年 小组第一 止步8强

2017年 小组第一 晋级4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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