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强队不
强、弱队不弱成为本届亚
洲杯的主旋律。9日的阿布
扎比纳扬体育场，土库曼
斯坦也差一点从世界杯16
强球队日本身上抢到分
数，他们一度领先，最后也
仅以2∶3小负一球。

土库曼斯坦队员阿马
诺夫第26分钟打出一脚30
多米开外的世界波，率先
攻破了日本队大门，并将
1∶0领先保持到上半场结
束，让人目瞪口呆。赛前，

舆论普遍认为，亚洲豪强
日本将取得一场轻松胜
利，但是，以汗血宝马闻名
的土库曼斯坦差一点扮演
了黑马的角色。

日本在下半场完成了
逆转，他们的技术优势使
得他们在场面上完全压制
了对手。依靠细腻的传导，
他们获得了大量的射门机
会，全场射门达到了21次，
而对手只有9次。在下半场
中，大迫勇也在第56、60分
钟两次破门，第71分钟堂

安律转身抽射，日本队总
算以3∶1领先。

但土库曼斯坦并没有
放弃，第79分钟，在一次反
击中，日本守门员扑倒土
库曼斯坦前锋安纳杜尔季
耶夫被判罚点球，阿塔耶
夫打门成功，又扳回一球，
比分变成了2∶3。

最后阶段，土库曼斯
坦围攻日本球门，但体力
和技术上的劣势使他们无
力回天，最后的比分定格
在2∶3。（树 文 苏小坡）

《新民晚报》消息 1月
9日，国际排联公布了2020
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最终
的分组名单。作为当今世界
排名第二的球队，中国女排
以二号种子的身份坐镇B
组，同组的对手有土耳其女
排、德国女排以及捷克女
排。此次奥运预选赛将于
2019年8月举行，各组的比
赛地点仍有待公布。

东京奥运周期，国际排
联启用了全新的奥运资格选
拔机制。根据国际排联的相
关规则，男女排各12个奥运
会参赛名额，除了被东道主

占去1个之外，剩下的11个名
额将通过本次奥运选拔赛产
生6个———各组3轮单循环过
后，小组第一的球队获得奥
运参赛资格。而剩下的5个名
额，则将由五大洲各自组织
的奥运会资格赛决出。女子
比赛中，世界排名第24位的
古巴女排没有确认参赛，被
下一个排名最高的球队波兰
取代。男子比赛中，24支符合
条件的球队都确认参赛。

值得关注的是，与中国
女排同样分属B组的还有老
对手土耳其。随着主教练古
德蒂的上任，再加上奥兹巴

伊、居内什、卡拉库尔特等
年轻队员迅速成长，如今的
土耳其女排俨然成为一支
劲旅。

在古德蒂的执教之下，
这支土耳其女排主打速度排
球，整体进攻速度非常快。在
近些年的比赛上，中国女排
打这类速度极快的球队都非
常吃力，这支土耳其女排对
中国女排的威胁成倍上升。
再加上接应小将卡拉库尔特
的迅速崛起，在今年的奥运
资格赛上，土耳其女排恐将
成为中国女排抢奥运门票的
最大阻碍。 （厉苒苒）

曼联与穆里尼奥，一
别两宽，各自安好。只是，
在红魔状态回暖的同时，
那个似乎有着“夹着尾巴
落荒而逃”之嫌的穆里尼
奥，也盘算着隆冬后的又
一个春日。蛰伏暂别，江湖
上又开始了他的传说。

悠长假期真难得

对于55岁的穆里尼奥
来说，已经很多年，岁末的
圣诞时节，他总是
行色匆匆回葡
萄牙老家吃
一 顿 圣 诞
夜 团 圆
饭，然后25
日掐着点赶
回英国。不放
假的英超，挣
钱从来不容易。

这一次，穆里尼奥在
圣诞节前一周被“炒了鱿
鱼”。对他而言，这是难得
的悠长假期。2015年，穆里
尼奥作为世界上身价最高
的教练遭切尔西解聘后，
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
去到巴西度新年。他们住
在7500英镑一周的别墅酒
店里。这一回从曼联打道
回府，他第一时间回到了
葡萄牙，一切都是安安静
静的居家安排。

穆里尼奥和儿子出现
在家乡塞图巴尔的一场足
球赛上。在现场，穆里尼奥
丝毫未显情绪低落。他自
拍自嗨，有球迷要求合影
也是笑脸应承。圣诞和新
年，穆里尼奥的老母亲也
来小住几天。两年前，不到
80岁的父亲去世后，形单影
只的母亲便成了他的牵

挂。虽然穆里尼奥在葡萄
牙共有5处房产，但一家人
通常都住在阿泽塔的宅子
里，那是他在2008年花了
140万英镑买下。妻子塔米
52岁，一年前连续动了两次
手术。穆里尼奥虽然攻击
过女队医，也常常口无遮
拦，性格不太讨喜，但对于
妻子却很是铁汉柔情。他
说自己高节奏的教练生
涯，常常让他对塔米心怀愧
疚。夫妻俩，老母亲，一双儿

女，就这样简单又
寻常的团聚。

不过，
穆里尼奥
的孩子们
都在英国
长大，他们
也早习惯地

称英国为家。过
完新年，孩子们便

赶回英国。儿子还在英国上
学，女儿则在伦敦有一份工
作。据知情人士透露，穆里
尼奥正在谋划自己的下一
个出路，并且已并不遥远。

好马要吃回头草

在英超的这些年，穆里
尼奥熬成了“白头翁”。作为
世界上最出名，也是最有性
格的教练之一，聚光灯下的
高强度生活显然是一种重
负。但这样的生活，穆里尼
奥还没过够。黯然离开曼
彻斯特后，多家俱乐部几
乎第一时间与其通话，而
穆里尼奥的态度一直都是

“我还不想退休”。现在的问
题的是，双向选择中，穆里
尼奥最终牵手何人？

眼下看起来，这匹名声
在外的好马，就要吃起回头

草。目前，皇家马德里与本
菲卡是最有可能的选择。

2000年9月，穆里尼奥
正式成为主教练，接替海
因克斯担任葡萄牙豪门本
菲卡足球俱乐部主教练一
职。但仅仅执教本菲卡9场
联赛后，穆帅便与新任主
席和董事会不和而辞职。
现在本菲卡又蠢蠢欲动，
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开出长
期合约，这似乎难合穆帅
的心思。而穆里尼奥的朋
友也透露，心高气傲的他
一心只想重回五大联赛。

穆里尼奥的老朋友、
皇家马德里的老板弗罗伦
蒂诺先生最近有些头疼。
曾经的银河舰队落后巴萨
多达10分，表现一直萎靡。
在C·罗离开后，他们的锋
线更是碌碌无为。低迷的
皇马，加上低潮的穆里尼
奥，能否擦出新的火花？毕
竟，当年皇马与穆帅，收场
并不是那么美好。后者领
导下的皇马更衣室乱成一
锅粥，多少巨星都与其矛盾
重重。但眼下，皇马似乎也
没有更好的选择。据称，穆
里尼奥已经向皇马开出条
件，一是引援经费必须充
足，第二自己必须拥有足够
的话语权。据波兰媒体9日
报道，引入现效力于德甲拜
仁慕尼黑的波兰前锋罗伯
特·莱万多夫斯基，很可能
是穆里尼奥重新接管皇马
教鞭的条件之一。消息已经
走漏：“他希望在锋线和后
防的位置买到出色的球员，
至于话语权，他决不会迁
就，他就是这样的人。”

应该不会再休息太
久，足坛，又会再见穆里尼
奥。 （据《新民晚报》）

劲爆体坛16

并非鱼腩 菲律宾多归化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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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晚报》消息 首
场2∶1逆转吉尔吉斯斯坦
之后，国足小组出线的形
势一片大好。1月11日21时
30分，他们将迎来第二个
对手菲律宾，只要一场平
局就能基本保证晋级16
强。不过，现在的这支菲律
宾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弱
旅，国足必须提高警惕。

小组赛首轮，菲律宾
在面对夺冠热门韩国时，
顽强地坚持到了第66分钟
才失球，最后也只是0∶1
小负。比赛中，他们也获得
了几次进球良机，差点逼
平对手。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菲律宾足球并不是亚
洲足球版图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经过多年的卧薪尝

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菲律宾依靠引入归化球员
实力迅速提升，得以晋级
亚洲杯正赛。而且，他们不

惜花大代价请来了英格兰
国家队前主帅埃里克森，
技战术水平也明显提高。

埃里克森在广州富

力、上海上港以及深圳佳
兆业的执教经历，让他对
中国足球相当熟悉和了
解。上港的武磊、颜骏凌两
人，都曾是埃里克森的爱
将，他肯定也会有相应的
对策。

除了埃里克森之外，
菲律宾队中还有一人和中
国有着不解之缘，他就是
球队的主力前锋哈维尔·
帕蒂诺。曾经在河南建业
效力的哈维尔是菲律宾队
的绝对核心，他对中国足
球也有很深的认识。对这
个危险人物，国足必须要
多加提防。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
单从归化球员人数来看，
菲律宾是亚洲杯诸强中最
多的，23人大名单中竟然
有21名归化球员。没错，菲
律宾的本土球员只有2人，
这是一支彻彻底底的归化
大军。球队以德国与菲律
宾的混血球员为主，此外
还有从英格兰、西班牙、瑞
士、丹麦等招募的归化球
员。

本场比赛也将是里皮
与埃里克森两位世界名帅
的一次对决，这一场景过
去曾在中超多次上演。

（关 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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