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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需要更多上海申花

11 月 25 日 23:15
西甲第 13 轮

皇家马德里 VS 马拉加
PPTV

11 月 26 日 03:45
西甲第 13 轮

莱万特 VS 马竞
PPTV

11 月 26 日 01:30
西甲第 13 轮

贝蒂斯 VS 赫罗纳
PPTV

西甲赛场

上轮联赛，梅西同伊涅斯
塔、苏亚雷斯联袂首发，不过在
比赛的前 60 分钟，梅西却踢出了
本赛季最差的 60 分钟。而细心的
球迷恐怕也发现了，那就是在保
利尼奥登场之后，梅西的出镜率
却突然上升。

而当细细回味这些镜头时，
保利尼奥都站在了梅西的身边。
因为和其他人不同，保利尼奥所
想的就是让梅西在比赛中踢得
更舒服。

当梅西在中场拿球时，最希

望看到的是什么？锋线上有人积
极前插，穿插跑动。而这对奔跑
不知疲倦的保利尼奥来说，正是
他所擅长的。比赛第 78 分钟，保
利尼奥压到了中锋的位置上，在
抗住对方中锋的同时，也在及时
观察梅西的一举一动，而当梅西
送出直塞时，保利尼奥也及时启
动，但可惜的是，这球保利尼奥
并没有顺利拿到，而是被对方门
将及时出击拿到。

推荐理由：西甲第一和第二
的正面交锋。

11 月 25 日 23:00
英超第 13 轮

曼联 VS 布莱顿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1月26日22:00
英超第13轮

伯恩利VS阿森纳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11月27日00 :00
英超第13轮

哈德斯VS曼城
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意大利在世预赛附加赛中
不敌瑞典惨遭淘汰，主帅文图拉
下课也成为了必然。谁会成为蓝
衣军团的下一任主帅如今成了
最大的悬念。来自天空体育的最
新消息称，意大利足协希望重新
聘请孔蒂担任教练。

孔蒂此前曾带领意大利出
战 2016 年的欧洲杯，表现可圈可
点。不过欧洲杯后，孔蒂选择离
开意大利国家队接手切尔西。孔
蒂与切尔西的合同要到 2019 年
才会结束，不过英国媒体和意大
利媒体都认为他会提前离开斯
坦福桥。主要原因是孔蒂在切尔
西过得并不开心。今夏切尔西的

引援并没有达到孔蒂的预期，他
对此很失望。此外，孔蒂一直对
回国执教非常期待。

意大利足协主席塔维奇奥
在接受采访时亲口透露，孔蒂是
他心中新任意大利主帅的最热
门人选。塔维奇奥说：“我们在寻
找最好的主帅。阿莱格里，曼奇
尼，安切洛蒂，这些名字都很热，
而孔蒂？是最热门的。”塔维奇奥
还将意大利出局的责任都归咎
给文图拉，他说：“这都是文图拉
的错误，他选择了团队，做了一
切工作。我们从没有干预过。”

推荐理由：英超经典的红军
PK 蓝军。

11 月 26 日 22:00
意甲第 14 轮

乌迪内斯 VS 那不勒斯
PPTV

11 月 26 日 22:00
意甲第 14 轮

热那亚 VS 罗马
PPTV

11 月 27 日 01:00
意甲第 14 轮

拉齐奥 VS 佛罗伦萨
PPTV

客场对阵那不勒斯的比赛，
AC 米兰输得是毫无还手之力。
那不勒斯体现出绝对的强硬实
力，上下半场各打进 1 球取得 2:0
的领先，而 AC 米兰则只能在补
时阶段才追回一球，1:2 收获了联
赛第 6 场失利。

这场失利对于 AC 米兰来说
并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毕竟
球队已经输习惯了，真正让人失
望的还是在这支球队身上看不
到任何的希望，这支本赛季投入
2 . 5 亿欧的球队，几乎换了整支

阵容的球队，如今已经彻头彻尾
沦为了一支二流球队！

AC 米兰本赛季强强对话令
人失望至极，5 战联赛强队全部
输球。1:4 输给拉齐奥、0:2 输给罗
马、2:3 输给国际米兰、0：2 输给
尤文图斯、1:2 输给那不勒斯。AC
米兰要想进入前四那就必须击
败他们，然而如今来看，AC 米兰
成了人见人欺的球队，争四简直
像在做梦。

推荐理由：状态不佳的 AC
米兰需要尽快反弹。

给主力中锋莱万多夫斯基寻
找一个必要时的备选，一直是拜
仁转会市场上的一大任务。德国
媒体给拜仁列出了很长的候选名
单，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霍芬海
姆的德国国脚中锋瓦格纳很有可
能在冬季加盟德甲巨人。

《图片报》消息称，几周前瓦
格纳请求霍芬海姆一月份让他转
会，而他自己和拜仁已经达成一
致，目前只剩下转会费的问题了。
拜仁体育主管萨利哈米季奇谈到
了此事：“我们已经和霍芬海姆体
育主管罗森见了面，并且谈论了

转会事宜。当然，这取决于具体转
会费，我们很放松，没有太多压
力。”霍芬海姆主帅纳格尔斯曼也
表示，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结果
取决于转会费，霍村方面并没有
压力，也不是非要出售瓦格纳。德
国前锋和霍芬海姆的合同 2020
年夏天才到期，《图片报》认为霍
芬海姆会要求获得至少 1000 万
欧元，《南德意志报》则表示转会
费会“明显高于”1000 万欧元这个
数字。

推荐理由：看拜仁能否继续
连胜下去。

足协杯决赛首回合
开始之前，上海上港自信
满满。但是比赛90分钟下
来，上海上港却遭遇了当
头一棒，最终以 0 : 1 负于
上海申花，未能提前取得
两回合的优势。这场比赛
的较量，上海上港完全没
有了本赛季在中超两次
完胜上海申花的霸气和
实力，比赛呈现更多的场
面则是球队一次次的进
攻受阻，这既彰显上海申
花防守的成功，也暴露了
上海上港进攻的无作为。

本场比赛，胡尔克和
武磊两大得分手获得的
射门机会不多，而作为中
场组织核心的奥斯卡是
要负起一定责任的，没有
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好。比
起胡尔克频频受到申花
防守球员的限制和艾哈
迈多夫在中后场干着防
守拦截的累说，奥斯卡在
90 分钟的比赛里似乎没
有太多的作为，而上海申
花的中场组织核心在表
现上也是完爆奥斯卡。

奥斯卡作为昔日的
巴西国脚中场，个人能力
毋庸置疑，但是在场上却
很难与中国球员发生化
学反应，有时候就选择直
接无视，要么只与胡尔克
完成配合，要么自己单打
独斗，而最终的结果就是
严重影响到上海上港的
进攻效率。

在这场比赛的下半
场里，奥斯卡单打独斗的
场面不少于三次，一人带
球往申花禁区内突破，结
果就是被多名防守球员
拦截丢掉球权，而且有一
次在禁区内摔倒还被日
本裁判认为是假摔而领
到一张黄牌。这场比赛，
奥斯卡的表现真配不上
2017 赛季中超的新标王
身份，也让上海上港花的
钱感到真不值。

推荐理由：以弱胜强，
看申花能否上演奇迹。

巴塞罗那瓦伦西亚

vs

利物浦 切尔西

vs

都灵

vs

比赛时间：11 月 26 日 08:00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梅西 苏亚雷斯

意甲赛场

比赛时间：11 月 26 日 01:30
直播平台：山东有线高清畅享馆

关键词：阿扎尔 菲尔米诺

比赛时间：11月26日22: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蒙特拉 博努奇

比赛时间：11 月 26 日 01:3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J 罗 比达尔

足协杯

比赛时间：11 月 26 日 20:00
直播平台：CCTV5

关键词：胡尔克 马丁斯

上海上港

隔记者 李康培

一场足协杯决赛首回合，让
很多球迷大呼过瘾。上海申花和
上海上港联手奉献了一场经典
的对攻大战。1:0 领先的优势，已
经让申花抢得先机。26 日，双方
将展开第二回合的决战。

其实在首回合之前，很少有
球迷看好申花，因为作为同城死
敌的上海上港实在是太强了。胡
尔克、奥斯卡、艾哈迈多夫，这样
的外援搭配是中超顶级，甚至在
亚冠赛场也是首屈一指。另外，
上海上港本赛季的目标就是至
少一个冠军。在中超和亚冠均已

无缘的情况下，足协杯已经成为
必争之地。而且赢下同城死敌申
花，对于球队未来在上海的发展
也大大有好处。

外界的轻视并没有影响上
海申花夺冠的决心，他们没有被
上港吓死，而是和对手寸土必
争。赛前，上海申花宣布和四位
球员签约，意图就是提振士气。

纵然没有了特维斯，莫雷诺
和马丁斯的前场外援组合依然
给上港制造了很大威胁。在后防
线上身高不足 1 . 7 米的柏佳骏
将人高马大的胡尔克限制得非
常成功，甚至有些当年卡纳瓦罗
的影子。在胡尔克哑火的情况

下，上港的整体进攻大为受挫，
就很难打出有威胁的进攻了。

在金元足球的助力下，上海
上港迅速崛起，肯定想成为上海
足球的代表。申花作为老牌球
队，也不会轻易给上港这个机
会。这就像西甲中的马德里德
比，皇家马德里是群星云集的银
河战舰，马德里竞技则是全民皆
兵的草莽英雄。实力上的差距并
没有让两者的交战失去悬念，反
而是塑造了经典德比大战。如
今，上海申花正在扮演着马德里
竞技的角色，丝毫不被上港的名
气所影响。

这些年中国足球一直披着

人傻钱多的帽子，各路大牌外援
纷纷到来，身价是一个比一个
高。在恒大模式的成功运作下，
很多球队开始效仿，希望在中国
足球的大环境下分一杯羹。可是
恒大依然是恒大，上港等球队在
联赛中依然无法撼动其地位，在
亚冠也难以复制其当年的成功。

可是这次上海申花的表现
让球迷震撼，没有大牌球员压
阵，也可以踢出精彩的足球。让
国内球员更自信一些，敢于和外
援去拼抢，这才是中国足球需要
的。如今精彩的中超联赛不能只
让外援赚得盆满钵满，国内球员
的发展才是根本。

英超赛场

11 月 25 日 22:30
德甲第 13 轮

多特蒙德 VS 沙尔克 04
CCTV5+

11 月 25 日 22:30
德甲第 13 轮

莱比锡 VS 不莱梅
PPTV

11 月 25 日 22:30
德甲第 13 轮

弗莱堡 VS 美因茨
PPTV

国际米兰 2:0 亚特兰大
西班牙人 0:2 瓦伦西亚
桑普 3:2 尤文图斯
上海申花 1:0 上海上港
马德里竞技 0:0 皇马
那不勒斯 2 : 1AC 米兰
曼联 4:1 纽卡斯尔
罗马 2:1 拉齐奥

一周重大比分

门兴 拜仁

德甲赛场

AC米兰

vs

上海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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