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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茵动态

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

带过多支中超球队的沈祥福在家乡

也没占到过多大的便宜，国安的客

场难打众所周知。“ 考虑国安的球

场氛围和国安的整体实力，可以预

想到这场比赛的难度。”

但沈祥福表示球队不能因为输

了一场比赛就丧失信心，“ 我们球

队尽管新人比较多，但在人员组合

包括队员的个人实力，还是有自己

的特点，只不过在上一场比赛中暴

露了自己的一些弱点。”

同时，沈祥福表示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球队特

点，整体优化，通过每个队员的特点

来弥补整体的不足。

由于国安在昨晚还参加了亚冠

小组赛，对于这联赛初期就进入一周

双赛节奏的对手，申花是否有机可

乘？沈祥福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他

认为一支球队想要在赛季开打时真

正磨合好，至少需要四到五场比赛。

而这样看来要打亚冠的国安反而比

申花多两次磨合的机会，“ 对国安来

说，如果他们联赛已经打了1 0场或者

1 5场，那双线作战会有影响。毕竟现

在联赛刚开始，这对他们的队伍磨

合、适应正合适。”

沈祥福甚至讲了当国字号教练

时的经验，“ 那时候国家队集训，我们

都要求在联赛开始四五轮以后来集

中，因为这个时候球员的状态是最好

的，教练只需要将球员们的思想统

一，安排好战术就可以了。”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本报讯 来到斯坦福桥的土耳其

球迷几乎占了球场的1 /1 0，而他们与

切尔西球迷的对抗从赛前就已经开

始，焦点只是一个人———德罗巴。

这一次重返斯坦福桥，德罗巴本

就心情复杂，两年前他还曾与这里的

球迷并肩作战，并夺得当年的欧冠，

而如今又是欧冠赛场，彼此却成为对

手。德罗巴赛前曾表示，如果自己在

斯坦福桥进球，他不会庆祝。

可惜德罗巴并没有等来进球，切

尔西在主场2:0完胜加拉塔萨雷，顺利

晋级欧冠八强。埃托奥在开场4分钟就

完成了闪电进球，上半场结束前，老将

特里的头槌导致加拉塔萨雷门将脱

手，卡希尔补射锁定胜局。

但这些并不会阻碍切尔西对这

位昔日功臣的爱戴，比赛之前，切尔

西就为这位回家的英雄颁发了一座

“ 银靴”奖杯，以表彰他对切尔西的

卓越贡献。在英超时代，德罗巴是仅

次于兰帕德的俱乐部第二号射手。

“ 我认为德罗巴在这里受到的尊

敬是实至名归。” 门将切赫赛后说，

“ 他在斯坦福桥创造的辉煌一直与我

们同在。”

切尔西成为目前唯一一支晋级

八强的英超球队，而他们这个周末将

在联赛中迎来一场恶战，对手将是夺

冠竞争者阿森纳。而这场比赛也将是

阿 森 纳 主 帅 温 格 在 枪 手 执 教 的 第

1 000场里程碑，对此穆里尼奥说：

“ 最好的礼物就是在同一家俱乐部

取得1 000场里程碑。如果切尔西给我

这个机会，我会是世界上最开心的主

教练。”

穆里尼奥回到了切尔西，而德罗

巴总有一天也会回到伦敦，他表示自

己退役后，会选择回伦敦生活，“ 在我

职业生涯结束时，我会选择在伦敦生

活，因为我孩子都在那里长大，他们

喜欢伦敦。”

客场战国安，申花“ 信心不能丢”
沈祥福：希望球迷像去年一样始终支持

下周一，申花将客场挑战宿敌北京国安。在虹口完败
给绿城后，申花全队通过漫长的磨合期以及首轮德比获胜
所积累的信心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而这两天教练组也一直
在帮助队员调整心理状态。沈祥福在赛前媒体通气会上说
道：“ 信心很重要，虽然客场有难度，但是还是要打出自己
的精神面貌和战术风格。”

青年报记者 郭佳杰

谈国安：有特点但暴露弱点

1 :3不敌绿城，对于这支经历了

巨 大 变 动 的 申 花 来 说 当 然 不 是 好

事，但是在联赛刚开始，就把该暴

露的问题都暴露了，这也未必是件

坏事。

原本保罗·安德烈和曹秉局的中

卫组合被外界一致看好，上一场却被

绿城两名外援连续突破，但是沈祥福

还是选择力挺两位爱将，“ 尽管外界

反映我们后防有问题，但是我想说，

上场的三个失球，基本上跟两个中卫

没关系。”

沈祥福说，“ 我们的两个中卫有

经验和能力，就拿保罗来说，在不太

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吃了黄牌，但是他

马上凭借经验调整了，没再给对方轻

松转身的机会。”虽然老沈也承认，保

罗和曹秉局两人在转身速度上确实

没什么优势，但是球员不可能十全十

美，再快的后卫也有追不上的时候，

“ 我们的身后空间问题在与申鑫这场

比赛时就暴露了。”

而沈祥福最在意的丢球后反抢

和控制对手反击这两个问题，在上一

轮全都出现了，“ 在战术上，防守和反

击是一体的，绿城做得很好，他们的

反击有特点。我们是阵地进攻，这和

丢球反抢是一体的，丢球瞬间不反

抢，就让后防线很被动，阵地战后卫

要保持整体前进到中圈，这时候如果

丢了球权不反抢，你叫后卫是上去逼

还是往回收？”

谈总结：失球与两中卫无关

国安的主场氛围，也许会让现在

的沈祥福羡慕，这个魔鬼主场给国安

队带来的战斗力毋庸置疑。而在前往

工体前，沈祥福首次就“ 虹口球迷倒

戈”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在上一轮输给绿城的赛后新闻

发布会上，老沈的脸色并不好，他并

没有正面评价对球迷的看法，只是让

记者去问问球员，“ 他们在场上踢，他

们应该清楚。”然而，昨天他坦诚地告

诉记者，不光是球员，就连他自己也

受到了球迷的影响。

“ 实事求是来讲，作为主教练，我

在场上指挥当中，也受到一些干扰，

何况在场上比赛的球员。”沈祥福道，

“ 大家都知道去年球迷对球队的支持

是自始至终的。但是今年，这种情况

的出现，肯定会对球员思想的集中、

情绪以及注意力等各个方面上，都会

造成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所以不

管怎么说，在接下来，我希望球迷能

够像去年一样，自始至终地支持球

队，否则的话客队就利用了这个条

件，肯定对球员造成心理障碍，包括

我在指挥中不可能不分心。”

沈祥福表示，其实他完全能够理

解球迷的心情，“ 但是球队也有自己

的现实困难，想要在上海继续生存，

而绿地集团的决策对于球队给予了

极大的支持。所以（ 绿地和球迷）在

各自的立场当中，都会有各自的要

求。但是还是希望球迷在球队比赛

时，能够像去年那样，对球队给予全

力的支持。”

而申花队员也对球迷表示了理

解，一位队员告诉记者：“ 其实明眼人

都知道，球迷并没有针对我们，但是

所有踢球的人都希望能在一个更好

的环境里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有球迷

的支持，踢球是一种享受，不是吗？”

谈球迷：指挥期间受到影响
德罗巴：退役了再回伦敦

北京国安队
（ 主场）

! "
中央海岸水手队

贵州人和队
（ 客场）

" "
蔚山现代队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继恒大和鲁能本轮亚冠

小组赛一胜一平后，昨晚的北京国安

和贵州人和出战，也是一胜一平，让

中超BIG4在本轮中超保持了不败战

绩，颇让球迷振奋。而人和队主帅宫

磊更是在赛后反击韩国媒体的挑衅：

“ 其实，我觉得（ 蔚山现代）就是一支

非常普通的球队，如果我们发挥出实

力，完全有机会客场拿3分！”

贵州人和客场对韩国蔚山现代

队的比赛，率先进行。他们在被对手

打入点球、极度被动的情况下，凭借

孙继海的漂亮传中，杨昊头球得分，

最终1 :1 战平小组最强的这个对手，

同时，门将张烈的表现可圈可点，扑

出了对手多个有威胁的射门。

由于赛前发布会上，韩国媒体挑

衅宫磊，这让后者在赛后也大出一口

恶气，连称蔚山现代就是一支非常普

通的球队：“ 外界说这支球队多么多

么强，球员多么多么有特点，但是我

们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不过，也有韩国媒体表示，亚冠

联赛中超球队表现都非常好，宫磊对

此说：“ 这反映了整体中超联赛水平

的提高，未来在亚冠整体水平会越来

越强，我们队今天只是第二次打亚

冠，还比较缺少经验，未来我们队会

有更好的表现。”

而在贵州上场一个小时后，另一

组的北京国安队也坐镇主场，迎战澳

超劲旅中央海岸水手的挑战。上半场

比赛最后时刻，邵佳一接队友马季奇

的传球，单骑闯关推射近角破门，下

半场乌塔卡晃过对方门将推射空门

破网，尽管在最后时刻，对手获得点

球机会，扳回1 球，但北京国安队仍以

2:1 笑到最后。

本轮亚冠中超BIG4不败

宫磊回应挑衅：蔚山现代很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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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单]

北京国安队球员邵佳一（ 右）在比赛中庆祝进球。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