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罗巴进球难阻申花十二轮首败
这一次 输掉的是亚冠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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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势不得分 魔兽初吞败果
周中国安的大胜，迫使申花必须在贵

阳全取3分，方能延续亚冠梦想。因此，本
场比赛，巴蒂斯塔用4外援攻击强阵，并在
比赛伊始收获奇效。

第4分钟，阿内尔卡左路轻巧传中，后点
无人看守的乔尔迎球推射，张烈反应迅速，
神奇地将球扑出。这是澳大利亚人本场比赛
的第一脚射门，至此，也拉开了他“ 射门秀”
的表演。整个上半场，乔尔先后完成4脚临空
怒射，皮球不是被表现神勇的张烈扑出，就
是被主队门框拒之门外。反倒是场面略显被
动的贵州人和依靠申花后防送上的大礼，由
拉法和久比奇各入一球，半场2:0领先。

“ 比赛结果我非常恼火，上半场我们
有三次破门良机，但都未把握。我们一度
保持着不错的控球，但对手的长传反击的
确很有威胁。”赛后，巴蒂斯塔谈起比赛过
程很是心痛。

其实，经过上半场45分钟后，阿根廷
人已摸透了对手的战术。下半场伊始用曹
赟定换下邱添一，把于涛调至中卫位置，
试图以此加强进攻。可惜事与愿违，第56
分钟，穆斯利左路拿球传中，阿内尔卡和
柏佳骏看防不严，被高速插上的陈杰以一
记世界波攻破王大雷把守的城池。而3:0的
比分也帮助贵州人和提前锁定胜局———

尽管此后申花由乔尔和德罗巴各下一城，
却依然难阻球队12轮以来，也是自“ 魔兽”
加盟后的首败。

赛前功课未做足 亚冠梦提前破灭
早在赛前，“ 黔沪之战” 就被外界视

为申花冲击亚冠的最后希望，主帅巴蒂斯
塔更向外界传达了他以及整个球队的意
愿：破不连胜魔咒，客场带回3分。

很明显的是，巴蒂斯塔和他的团队没
有针对贵州人和的特点做足功课。在不久
前足协杯半决赛第二回合贵州人和做客
山东鲁能的比赛中，当鲁能下半时将比分
扩大至2比1时，高洪波令旗一挥，将澳大
利亚中后卫久比奇前移，与穆利斯莫维
奇、约尔达构成恐怖的三中锋战术，以推
土机之势将鲁能后防线撕裂。彼时毫无思
想准备的吴金贵，只得将高中锋临时回撤
代班中后卫，仍无济于事。

事实上，早在贵州人和年初在上海世
纪公园冬训时，就先后将中后卫出身的久
比奇、吴伟推至中锋位置，彼时所有看客
都以为不过是高洪波热身赛时的尝试，不
料是针对性极强的战术。尽管贵州人和高
举高打的中锋推土机式进攻，乃现代足球
技战术含量最低的攻击模式，却恰恰是目
前中超各队最为恐惧的进攻方式。

而申花明显没有做到针对性部署。郑凯

木没有首发，于涛前移至后腰，中后卫邱添
一、戴琳搭档，俩人是球队中后场仅有的两个
高点，然而却要面对人和三中锋的轮番轰炸，
因此毫无还手之力。两名边卫吴曦、柏佳骏
毫无身高优势，吴曦尽管身高逾180cm，但不
擅头球，柏佳骏更是只有166cm的身高，根本
无法抵御住人和三中锋的威力。

巴蒂斯塔在赛后发布会上坦言：“ 我
有考虑人和三中锋的威力，但是我没有
个子很高，又能防守高空球的队员。所以
我能做的就是研究如何弥补我们后防线
没有身高这个问题。你们也该看出来，我
强调了我们要抢第二落点这个问题。应
该说下半场在我们加强进攻，重视进攻
的时候，确实我们的漏洞更多了。上半场
我们让对手到我们的禁区只有两到三次，
但是下半场我加强进攻之后，漏洞越来越
多了，我的几个后卫确实个子不高。在比
赛之前，我想尽了办法去弥补身高这个问
题了。”

申花本场失利后，也终结了第二阶段
以来11场不败的纪录，在联赛只剩3轮的情
况下，仍落后亚冠区多达7分之多，可以说，
球队努力近一个赛季的亚冠梦想彻底破
灭。赛后，主力前腰莫雷诺第一时间离开球
场，将搭乘回国班机，未来两周中超迎来休
赛期，与此同时将会是国际比赛日，莫雷
诺、德罗巴等都将回国参加各项预选赛。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昨晚与天津泰
达一役，对于力图保级的上海申鑫无疑至
关重要。一旦输球，他们本已微弱的保级
希望，将会被进一步降低。只可惜，坏运气
再度降临在这支球队身上。上半场徐文的
不冷静，导致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场，下
半场又被对手攻破球门主场憾败。由于几
个竞争对手都取得了分数，中超，对于上
海申鑫而言似乎即将远去。

坏运气再度降临
对于上海申鑫而言，本赛季似乎总是

被坏运气所笼罩。联赛第一阶段的表现一
度风生水起，却在与青岛队一役由于双方
发生冲突，多名球员被停赛，让他们只能
再度无奈将本赛季的目标定为保级。此后
的两个阶段，更是在多场比赛中占尽优
势，可每每总是无法收获满意的结果。申
鑫队员王赟就在与记者多次聊天中感叹，

“ 不知道怎么搞的，总感觉运气上差点。”
而到了目前保级的重要阶段，申鑫队

似乎依然未有转运的迹象。且不论此前与
广州富力一战中最后时刻被对手点球绝
杀，昨天晚上主场迎来天津队，“ 魔咒”再
度降临在申鑫队身上。上半场，申鑫队几
乎全面压制对手，更险些率先破门。第26
分钟，王赟便利用队友的传球，禁区前一
个头球摆渡攻破了对方门将的十指关。正
当王赟双臂张开做出展翅高飞状欢庆时，
裁判却判定其越位在先进球无效，让王赟
只能抱头无奈。

不过，越位的判罚并未影响申鑫队的
心情，队员们继续对天津队禁区内施加压
力，甚至还让天津队球员周燎因干扰中后
场任意球领到了黄牌。眼看着局势对于申
鑫愈加有利，但坏运气再次让申鑫全队的
心情掉至谷底。第44分钟，此前刚刚领到
黄牌的徐文由于不满裁判对其判罚犯规，
鸣哨后略带怒气地用脚后跟用力将球踢
走。见此场景，主裁毫不犹豫地掏出了黄
牌，徐文累积两张黄牌被罚下，而这，也成
为了申鑫本场比赛落败的最大原因。

朱炯叹球员不冷静
输掉了这场关键之战，申鑫上下都已

经明了，保级，真的很难了。正因为如此，申
鑫主帅朱炯在赛后叹言，“ 现在看来保级难
度确实很大，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接
下来继续做好自己，尽力去拼每一场比
赛。”而在谈到徐文的红牌罚下时，朱炯也
直言，年轻球员依然需要积累经验。“ 对于
年轻球员来说，这些其实是正常的表现，更
是成长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徐文
那种行为肯定是错误的，尤其是在当时场上
那么关键的时刻。但还是那句话，我们需要
给年轻球员更多的成长时间，以及空间。”

对于保级。虽然朱炯言语中并未透露
放弃的意思，但私下，许多队员们都已经
明白了艰难。“ 怎么说呢，现在看来希望真
的是越来越小了，而且接下来还有几个客
场。现在大家也只能说，努力去拼吧，拼到
什么程度就算什么程度，主要是不要给自
己留下遗憾吧。”一位队员坦言。

李娜无缘中网决赛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连丢8局，李娜以

4比6、0比6不敌莎拉波娃，无缘中网女单
决赛。赛后李娜的心情还算不错：“ 难道你
觉得我打得不好吗？我觉得今天整体发挥
都不错。只能说今天她比我发挥更好，在
场上掌控能力比我更强一些。”

有球迷在比赛开始后仍旧在看台上
走动，影响到球员发球，对于这个观赛细
节，李娜笑着对记者说：“ 我想说幸好你没
当职业球员，我应该比你稍微好点吧，最
起码我坚持完整场比赛了。”

一名外国记者问李娜，和她同为30
岁的罗迪克已经选择退役，她有没有退
役的念头？李娜反问道：“ 你是认为30岁
对你来说是已经太老了吗？我认为年龄
代表不了什么，只不过是在一个数字上
加上了一笔而已，至少现在我感觉自己
很健康，还能够在场上奔跑，排名也还在
世界前十的行列，所以为什么我要选择
停止呢？我应该保持继续前进，追求自己
的梦想。”

中网之后，李娜将休整两天，然后前
往德国的训练基地开始进行体能储备，为
两周后开打的土耳其年终总决赛蓄势。

费德勒
参加大师赛抽签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昨天，当费德勒
和休伊特出现在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抽签
仪式，突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10年前
的上海大师杯，休伊特半决赛击败费德
勒，并最终夺冠；10年后的上海大师赛，休
伊特凭借外卡才能来沪，而同为31岁的费
德勒也是在最后关头才决定成行。

费德勒告诉记者：“ 5天前，妻子才准
我来上海参赛，而妻子和孩子不过来。”
米尔卡和双胞胎女儿都留在了迪拜的家
中。

去年没有参加上海赛，今年费德勒来
沪没有积分要保，赚到的积分将有助于他
捍卫年终世界排名第一的王座，他说：

“ 我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现在还不是特
别稳固。上海是我非常喜欢的城市，我享
受在这里的每一次比赛，我希望每年都能
来比赛，也很高兴能在这里与我的热情粉
丝相聚。上海对于我捍卫世界第一也是非
常关键的一站，因此我会把最好的状态呈
现给大家。”

昨天下午，费德勒前往旗忠网球中心
进行训练，之前曾有网友扬言要“ 刺杀费
德勒”，虽然这名网友前天已公开道歉，但
大师赛组委会还是加强了安保措施，在费
德勒训练现场，有不少奶粉助阵，多名安
保人员护卫在费天王的左右。

头号种子费德勒将在大师赛首轮轮空，
第二轮有可能会遭遇刚刚在中网赢得突破
的中国“ 一哥”张择，不过张择要首先在第
一轮战胜资格赛选手才行。在昨天的男单资
格赛首轮中，出战的五位中国选手公茂鑫、
常雨、高鑫、李玉成、张之臻全部出局。申鑫输掉关键一役 保级希望愈加降低

0：0，1：1，2：2
⋯⋯ 德 罗 巴 两 周
前 对 于 申 花 客 场
战 绩 差 强 人 意 的
抱怨，依然未能起
到作用。在昨天下
午 客 战 贵 州 的 关
键战役中，尽管申
花场面略占优势，
魔 兽 延 续 破 门 感
觉，但因防线问题
依 然 2：4 饮 恨 而
归。更重要的是，
这 场 12 轮 以 来 的
首败，宣告申花本
赛 季 的 亚 冠 梦 提
前破灭。
本报记者 彭敏熠

本报记者 施剑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