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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小时的
时差，显然无法阻
隔申花球员与世
界杯之间的距离，
尤其是在有巴索
戈这么“特别的一
个”的情况下。

因为巴索戈，
对申花而言，万里
之外的卡塔尔世
界杯，有了一些不
一样的味道。

半场多打一人，武磊进球也难救海港

莱科这次彻底emo了
“我们都是喀麦隆球迷”

特派记者 李冰 发自晋江

与天津津门虎队的比赛结束不到16个
小时，申花全队的身影，便出现在了海口美
兰国际机场出发大厅，按照计划，三天之后，
他们将在新的主场也就是晋江体育中心体
育场迎战老对手北京国安队。

“昨天晚上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跟队员
说要把头抬起来，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虽
然因为各种原因，现在的这支申花队只能以
全华班出战中超，打天津队上半场开局阶段
便先失一球，但场上队员并没有慌乱，包括
替补席上的队员，也一直在为队友加油打
气，包括队医进入场内进行紧急处置的过程
当中，秦升一直都在提醒杨旭和于汉超等人
动一动，不要让身体冷下来，以免比赛重新
开始后受到影响，这也是让申花教练组和俱
乐部高层最满意和最放心的：“申花是一个
团队，一个能够并肩作战的集体，这句话不
是只在嘴巴里说说的。”

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的中超联赛中，
包括下一轮足协杯比赛，全华班对阵四外援
基本会成为常态，毕竟在没有任何人员调整
余地的情况下，“零外援”加伤病不断，已经
成为了这支球队无法避免的“硬伤”。“我们
之前跟巴索戈交流时也说过，大家
要一起加油，他（巴索戈）回到喀麦
隆国家队之后，肯定会面对各种各
样的困难，毕竟他的很多队友都是
在欧洲踢球的，教练也不大会围绕
着他来安排专门的战术打法，机会
只能靠他自己去争取。现在的申
花也是这样，所有的困难都摆在面
前，你可以选择混日子，也可以把
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但最后的结
果肯定不会一样。”

秦升在场边
扮演重要角色

特约记者 吴哲

没有球队可以一直赢，强如球王
梅西率领的阿根廷，也在波斯湾里翻
了船。与世界杯同时开战的本轮中
超联赛，尽管关注度远远不及，甚至
比赛转播都被换到了非体育频道，但
在这个冬天里，中超的“寒风”一点不
比世界杯逊色。在联赛第26轮比赛
中，排在榜首的山东泰山便输给了成
都蓉城，由于武汉三镇三球大胜梅州
客家，泰山队在领头羊的宝座上刚刚
坐了一轮便让了贤，屁股还没坐热。

孙准浩去参加世界杯，王大雷
还处在禁赛期，两大主力的缺战对
泰山队的打击是致命的。屋漏偏逢
连夜雨，就连替补王大雷位置的韩
镕泽也在与成都蓉城的赛前因训练
场地不平整导致受伤。疲劳导致伤
病，非伤病减员还在不断出现，主教
练的一个头变成两个大：“我们现在

就只剩下一个门将了。”郝伟口中的
这个门将便是李冠希，而他的两次
退防过程中的选位失误导致的丢球
也成为了泰山队输掉这场关键比赛
的导火索。对于李冠希来说，这场
比赛的两个丢球的确有经验不足的
原因，尤其是自己的门前站位是他
最大的问题所在。某种程度上，这
是李冠希成长的代价，也是山东泰
山队必须承受的。

在中超联赛还剩八轮的情况下，
山东泰山和武汉三镇的争冠大战依
然激烈。未来三轮，泰山队都是主场
作战，对手分别是武汉长江、沧州雄
狮和深圳队，这也是他们拿分的好机
会。在马尔康、埃德米尔森、戴维森
等外援逐渐恢复状态的情况下，等着
武汉三镇犯错的概率逐渐降低，对于
泰山队来说，未来三个主场不容有
失，必须要全力拿到9分，只有这样，
才能继续给对手施压。

争冠胶着，泰山队伤不起

尽管嘴上说着四天一赛的情况下，
球队要注重体能分配，但是从首发名单
的安排来看，海港队主教练莱科并没有
任何轮换的意思，11人和上周末足协杯
对阵南京城市的比赛完全一致。

当然，莱科的理由是足协杯本队大
比分获胜，并且在下半场比赛中做出过
多人调整，因而面对昨晚这场重要比赛，
他还是希望球队沿用近期搭配较多的组
合。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18岁小将王
逸伟连续第三场获得首发。

上半场比赛中，坐拥主场之利的浙
江队一度形成围攻局面，面对穆谢奎领
衔的攻击线，海港在双方首循环交手时
就吃过亏，昨晚则再度犯了相似的错。
下半场开场一分钟不到，穆谢奎就利用
个人能力闪开防守后低射破门。反观海
港，只能通过前场冯劲、武磊、保利尼奥
等人的穿插和跑动，打出过几次破局质
量的反击，尤其是上半场结束前武磊在
禁区内一次后退过程中的头球攻门，险
些为球队打破僵局。

落后局面下站出来的，依然还是武
磊，他利用自己搏得的点球为海港扳

平比分。不仅如此，还造成对方梁诺
恒吃到红牌下场，而当时距离比赛结束
还有40分钟。就是这样一种看似顺利
的局面下，多一人作战的海港反而失去
了方向，浙江队主帅乔迪果断换人，用
卢卡斯替下董宇，前场交给穆谢奎和埃
沃洛两名具备身体和冲击力的攻击
手。只是这简单的一次调整，就让海
港的后防在面对反击时疲于应对，埃
沃洛利用个人能力再度为浙江队将比
分超出。

反观海港主帅莱科，直到第86分钟
才用换上徐新和张华晨，目的是通过增
加中场持球点，为禁区内的队友寻找机
会。而同样替补出场的魏震则是直接被
顶到锋线上加强争顶，可惜种种策略都
未能收到效果。

输球之后，海港联赛加足协杯累积
的四连胜被终结，而目前排名前六的队
伍中，除海港自己以及河南嵩山龙门外，
海港在对阵山东泰山、武汉三镇、浙江
队、北京国安四支球队时无一胜绩，这显
然不是一句简单的个别场次人员不整就
能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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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韬宇朴韬宇 33′′
田依浓田依浓 6666′′

首席记者 刘闻超

下半场近40
分钟的时间里多
打一人，上海海港
还是输了。

1比2不敌浙
江队后，海港尽管
仍然排名第三，不
过领先身后的浙
江队仅1分，与之
前客场负于山东
泰山不同的是，昨
晚这场比赛，海港
没有什么借口。

穆谢奎穆谢奎 4646′′
埃沃洛埃沃洛 6060′′

22--11

2022赛季
中超联赛积分榜

排名 球队 积分 净胜球
1 武汉三镇 62 51
2 山东泰山 62 40
3 上海海港 49 22
4 河南嵩山龙门 46 20
5 浙江队 46 20
6 北京国安 46 8
7 成都蓉城 45 9
8 上海申花 42 6
9 梅州客家 40 4
10 天津津门虎 38 7
11 长春亚泰 34 3
12 大连人 30 -7
13 深圳队 30 -20
14 沧州雄狮 28 -7
15 武汉长江 18 -26
16 广州城 15 -28
17 广州队 14 -29
18 河北队 0 -73

特派记者 李冰 发自晋江

“给他（巴索戈）发了条短信，没多
说什么，就写了个‘GOOD LUCK（好
运）’，他懂的。”谈到即将在北京时间
明天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巴索戈，一位
申花队员表示，原本想着告诉自己锋
线上的这位搭档，在世界杯上进球了
别忘了发红包的：“其实不管进不进
球，只要他能上场，站到世界杯的赛场
上，对他来讲就是胜利，因为我知道，
踢世界杯一直都是他最大的梦想。”

虽然因为训练和比赛的缘故，申花
教练和队员不可能像普通球迷一样，熬
夜看世界杯，但是只要时间允许，他们
依然不会放过任何一场高水平的赛
事。“虽然到目前（22日中午）为止，世
界杯只踢了两个比赛日的比赛，但还
是能从中间看出一些规律来。”昨天下
午，申花全队转场福建晋江，为下一轮
与北京国安队的比赛进行准备。海口
机场候机的时候，一位申花教练谈起
了自己观看世界杯比赛的感受：“很多
球队其实都是在相互借鉴，学习别人身
上一些好的东西，所以你看现在的荷兰
队没有像以前那样打全攻全守，比赛
当中一直很稳，攻守相对比较均衡，这
也是他们一直到比赛最后一刻依然能
够进球的主要原因。另外，像美国队，

因为很多队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此前
像克林斯曼这些欧洲教练也在美国执
教过，他们的很多理念和战术打法，都
已经非常欧洲化了，包括本届世界杯
第一场比赛的厄瓜多尔还有非洲的塞
内加尔，都是这种趋势。”

对于卡塔尔世界杯，申花上下眼
下最关注的，显然还是巴索戈，而这位
申花队员和他的喀麦隆国家队，将在
24日迎来与瑞士队的G组第一场比
赛。此前喀麦隆队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中，1比 1战平了巴拿马队，巴索戈在
下半场第25分钟时替补登场，展现出
了不错的突破能力和竞技状态，这将
帮助他获得更大的亮相世界杯赛场的
可能性。“从各方面来讲，包括一对一、
突破和整体的进攻与防守，巴索戈都
具备相当不错的能力，也能很好地贯
彻教练员的战术要求，再加上世界杯
是赛会制，每场比赛对手的实力和特
点不同，应该说他还是很有机会的。”
相比主教练吴金贵技战术层面的考
虑，申花球员对于这位队友则属于“无
条件支持”：“喀麦隆队教练把他召进
国家队，肯定看重他身上的特点，只要
他的身体和状态没问题，肯定有机会
上场的。不管怎么样，明天我们都是
喀麦隆队的球迷，必须顶巴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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