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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20时，中国男足将在海口与巴勒
斯坦队进行一场热身赛，这是国足 2018年
最后一场热身赛。眼看亚洲杯还有一个
多月就要开打，热身赛也只剩下一场，可
眼下还有一堆难题摆在里皮面前。

为郑智寻找搭档
距离亚洲杯还有一个半月时间，本期

中国队中没有郑智的名字，但毫无疑问郑
智一定会跟着国足打亚洲杯，这次不召他
入队，就是想让忙了一个赛季的郑智多休
息几天。里皮当下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
在中场究竟让谁来和郑智组成一个攻守
兼备的后腰组合？上任之初，里皮让黄博
文、吴曦与郑智组成三中场，并取得不错
的效果，后来蒿俊闵、赵旭日取代黄博文，
并打完了 12 强赛剩下的赛程。如今蒿俊
闵淡出国脚名单，而小将何超鲜有上场机
会，国足在后腰位置上明显缺人。这次里
皮选出池忠国、金敬道、赵旭日、吴曦、买
提江 5 大后腰，就是对“郑智新搭档”进行
最后的考查。

从经验上讲，赵旭日、吴曦更具优势，
两人都有和郑智联袂出战的经历，彼此配
合足够默契。不过，从近期热身赛表现看，
池忠国、金敬道这对跑动能力强、攻防亮点
多的组合似乎更加令人期待。因此，中国
队和巴勒斯坦队的比赛，里皮的考查重点
将放在中后场，以敲定谁与郑智搭档更合
适或者寻找一对新的后腰组合做备胎。

怎么让武磊进球
国足锋无力的问题，今年似乎格外突

出。上次在战胜叙利亚之前，国足已有 3
场未胜且零进球。目前比较尴尬的是，一
边是武磊在中超联赛不断进球，拿下了本
赛季金靴奖，另一边是前锋们到了国家队
就找不到进球的感觉。如何解决这一难
题，里皮也很头疼。今晚对阵整体实力偏
弱的巴勒斯坦队，如何磨合锋线，让武磊
能在国足比赛早进球，甚至多进球，显然
也是里皮的思考重点。

本赛季中超，武磊以 27球打破外援对
于中超金靴的长期垄断，成为国产锋线最
大的亮点。平心而论，只要武磊拿出在上
港时一多半的表现，面对实力弱于自己甚
至相差无几的球队时，国足在进攻端就有
了进球保证。但上港队的武磊和国足的
武磊一直判若两人。在上港时，由于武磊
身边有着胡尔克、奥斯卡两大传球好手，

他经常能舒服地得到传球；到了国家队，
武磊身边缺乏这样的传球高手，很多情况
下他只能自己寻找进攻机会。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里皮本次集训召集了于大宝、
于汉超、韦世豪、肖智等前锋，他们都各有
特点，在赛季中也都有表现出色的时候。
在武磊位置稳固的情况下，谁能和武磊形
成更好的配合，应该就能更稳固地占据一
个前场的首发位置。

同时，明年也是武磊参加的第二次亚
洲杯赛事，他坦言，回想上一届亚洲杯，当
时由于太年轻，比赛准备得不是很充分，
这次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队作出
更多贡献。

找回赢球信心
在本年度已经进行的 8 场比赛中，中

国队取得 3 胜 2 平 3 负的成绩，除 2 比 0 战
胜叙利亚队令球迷们较为满意外，其余较
量国足从比赛过程到结果都无法提振士
气。从 0 比 0 战平巴林，到 0 比 0 闷平印
度，让很多中国球迷发出了“国足到底应
该是亚洲几流”的疑问。在这样的情况
下，选择与巴勒斯坦队比赛，中国队是想
找回赢球的信心，以便为明年 1 月开战的
亚洲杯打好基础。

不过，目前国足面临的问题是体能和
状态。“这是今年最后一场热身赛，尽管对
手只是巴勒斯坦队，但因为现在联赛已经
结束，很多国脚已放了几天假，身体与竞技
状态不明朗。所以，我们前几天的主要任
务是让国脚们调整好状态。”里皮说。即便
如此，以往每年在这个时候进行的热身赛，
国脚们的比赛状态都不是很理想，里皮表
示：“国足此前与叙利亚队的比赛中表现得
不错，无论是技战术配合，还是信心与斗志
方面都有明显的提升，是近期国家队踢得
最好的一场比赛。我希望国脚们在今年最
后一场比赛中，也能将这种良好状态延续
下去。当然我们也会在各个方面做好工
作，确保国脚们延续好状态。”

2015年澳大利亚亚洲杯之前，国足的
最后一场热身赛对手就是巴勒斯坦队。
当时在郴州和对手的那场较量中，中国队
未能拿下巴勒斯坦队；而今阿联酋亚洲杯
之前，中国队最后一个热身赛对手又是巴
勒斯坦，不知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变化？
而这又是不是预示着明年初中国队的亚
洲杯前景？

在 19 日进行的一场美职篮常规赛
中，洛杉矶湖人队球星詹姆斯一人独得
51分，帮助球队在客场以 113比 97战胜
迈阿密热火队，这也是湖人队九场比赛
中赢得的第七场胜利。

本场比赛詹姆斯重回老东家热火
队，赢得了热火球迷的掌声，不过感情
归感情，球场上还是刺刀见红。比赛中
詹姆斯效率惊人，全场 31投 19中，三分
球 8 中 6，湖人队新星鲍尔感叹说：“我
就是在伟大球员身边打球，詹姆斯完全
接管了比赛。”

赛 后 詹 姆 斯 对 于 重 回 热 火 非 常
感 慨 。 他 说 ：“ 对 我 而 言 ，篮 球 就 是
篮球，比赛就是比赛，感情因素不会
影响我的发挥，但是来到热火队的主
场总是有些特别，在这里我成就了很
多伟大的事情，在这里能看到很多熟
悉的面孔，来到迈阿密总能让我心存
感激和敬意。”

巧合的是，湖人队下一场比赛将是
21 日客场对阵詹姆斯的另一个老东家
骑士队，詹皇依然表示比赛和情感不能
混为一谈。

北京时间 11 月 19 日，火箭队中锋
周琦透露自己最近的打算。周琦表示：

“现在火箭新人很多，教练也在不停调
整阵容，找到合适的打法、搭配。自己
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受伤，会有一些影
响，现在开始把身体状态调整过来了。
但是这个我自己说了不算，也是看球队
的想法。”

周琦还透露自己更换了美方经纪
人：“我现在已经更换了美方经纪人，然
后也是去继续和球队沟通，寻找机会。”

在被问及关于火箭怎样安排自己
在发展联盟和 NBA 之间转换时，周琦
称：“这个我也不大清楚，也没有一个具
体的说法。我每天只是说接到通知，然
后就去发展联盟打比赛，有可能前一天
晚上再通知你再回去（火箭），好像没有
一个特别的计划，每天就是如果他通知
你的话，就按照他的行程走，如果不通
知的话，就一直在家待着。”

本赛季，周琦仅仅获得一场代表火箭
队出战的机会，他利用扣篮得到了2分。

国足迎来今年最后一场热身赛

三大难题等待里皮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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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51分助湖人客胜热火

周琦更换美方经纪人 继续寻找机会

休斯敦女网赛
彭帅获得冠军

在 19 日进行的休斯敦女子网球赛
决赛中，中国金花彭帅在先丢一盘的不
利局面下，以 1比 6、7比 5、6比 4战胜美
国本土选手戴维斯获得冠军。

休斯敦女网赛是本赛季温网之后彭
帅参加的第一个赛事，由于四个月没有
参赛，现年 32岁的彭帅世界排名已经掉
至 296位，但是实力还在，而对手戴维斯
也曾经排名世界前 30位，两位选手半斤
对八两，整场比赛耗时两个半小时。

首盘虽然戴维斯以 6比 1获胜，但是
花掉了将近一个小时，双方每球必争，戴
维斯只是在关键分上发挥出色才得以取
得胜利。第二盘比赛戴维斯也率先取得
破发，不过彭帅逐渐稳住阵脚，反破成功
追平比分，接下来彭帅越战越勇，再次破
发后拿下第二盘。决胜盘两位球员依然
平分秋色，但彭帅抓住仅有的机会破发
成功，获得整场比赛的胜利。

北京时间 11月 19日，亚足联官方
公布了 2018 年亚洲足球各大奖项的
候选人，中国元素只有女足王霜一人
进入亚洲足球小姐三人候选名单，武
磊无缘亚洲足球先生。

对武磊来说，今年是一个收获的
季节。打进 27 球，锁定中超金靴，打
破中国球员单赛季进球纪录，而且还
帮助上港夺得了队史第一个中超冠
军，另外他还极有可能拿下今年的中
超MVP。

2016 年和 2017 年，武磊曾连续两
年进入亚洲足球先生三甲候选，但今
年因为上港在亚冠中未能走更远，止
步 16 强，所以未能进入今年的亚洲足
球先生候选。中国球员曾两次夺得亚
洲足球先生的称号，范志毅和郑智分
别在 2001年和 2013年当选。

亚足联年度最佳提名

武磊无缘 王霜入选

葡萄牙主帅：

C罗仍是国家队重要一员

葡萄牙足球队刚刚拿到了欧洲国
家联赛半决赛的资格，虽然队中的超级
球星 C罗未能入选国家队，但球队主教
练费尔南多·桑托斯 19 日表示，C 罗仍
然是国家队的重要一员。

由于近来强奸丑闻缠身，C 罗未能
入选国家队。不过在葡萄牙晋级半决
赛之后，C 罗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
向球队和球员们表示了祝贺。桑托斯
说：“罗纳尔多是这支队伍的一员。”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北
京晚报》、网易体育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