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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小组赛两轮战罢，从

首轮的冷门迭爆到次轮的单边

碾压， 可以看出随着比赛的深

入， 各支球队已经逐渐调整到

位。 实际上，亚洲杯首轮冷门遍

布的情况，恰恰是这个杯赛可以

理解的常态。

一方面，杯赛的特点决定了

强队不可能在首轮就拿出全部

的实力与状态；另一方面，亚洲

杯不同于欧洲杯和世界杯，后两

者会有充分的备战时间，而亚洲

杯中许多强队如日韩伊等，还需

要等待旅欧球员回归。 而且亚洲

作为全球最大洲， 横跨 10 多个

时区，气候等等因素适应起来也

需要时间。 另外像前国足主帅米

卢提醒过的，在西亚地区比赛小

心裁判尺度的问题，也并非杞人

忧天。 而从小组赛第二轮开始，

已经越来越展现出“你大爷还是

你大爷”的味道了，而且作为强

队的一方，几乎全部都是零失球

的完胜。

实际上像印度队这种，国字

号长期集训；以及像菲律宾这种

“全盘归化”的国家队构建方式，

注定了他们只能是在个别场次

中打出“爆点”。 对于整个国家的

足球基础建设和长远发展只能

说是弊大于利。 个别归化以点带

面是有促进作用，全盘归化加上

长期集训则无异于拔苗助长杀

鸡取卵了。 真正需要我们研究

的，应该是日韩伊三国何以长期

保持在亚洲足球第一军团。

说起韩国队， 再过两天，国

足就要与这支老对手在小组赛

最后一轮争夺小组第一的席位

了。 里皮真不愧是老狐狸，在打

完菲律宾之后，就第一时间开始

了这场中韩较量，首先使用的武

器就是心理战。

韩国队前两轮都是以最经

济的比分取得胜利，一方面他们

目前也遭遇锋无力的困境，创造

出优势场面和无数机会，但是把

握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志在夺

冠的韩国队，也未将状态完全调

整出来，还等着在八强战中憋大

招呢。 但是在小组赛中拿第一和

第二， 虽然在 16 强中遭遇对手

的实力差不多，可是接下来的情

况就完全不同了。 中国队这个组

的小组第二如果在 16 强过关，

在 8 强很有可能碰伊朗，接下来

半决赛会有日本在等着，对于韩

国队来说，他们肯定不想过早遭

遇日伊， 那就只能在 16 日晚上

的比赛中争取击败中国队。

而对于里皮来说， 输谁都

行， 就是不能输给韩国， 毕竟

2002 年的龃龉距今不过十来年。

说起来，里皮执教国足两次打韩

国都保持不败，这次明着说要轮

换， 一方面把压力抛给了韩国

队， 减轻了国足球员的压力；另

一方面也让韩国主帅本托限于

纠结之中。 从本托这两天的表态

来看，他其实是希望孙兴

慜

打完

曼联之后， 马上打中国队的，但

是他很鸡贼地表示，将决定权交

给大众。 这就很扯了，一个国家

队的主教练，要不要在某一场比

赛中使用这个国家的头号球星，

不是自己决定，而是“倾听球迷

和球员的呼声”， 那只能说明这

个主教练已经未战先怯，提前想

好了甩锅的退路。

上孙兴

慜

，疲劳之下未必能

有更好的发挥，且打的还是轮换

状态下的中国队，一旦孙球王受

伤， 即便赢了中国队也于事无

补；但是不上孙兴

慜

，一旦赢不

了，那就是连续三次无法击败中

国队了， 韩国舆论还不吵翻了

天？ 而且韩国队小组第二出线的

话，接下来几乎肯定将碰伊朗和

日本，韩国队主帅很难接受这样

的局面。

这样一来，可以说里皮已经

在中韩之战中，抢到了心理上的

先手，而国足球员，也要更自信

些才好。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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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聚餐计划被取消了 ，我

心情太糟糕了。

———在菲律宾以

0-3

输给

国足后，菲主帅埃里克森表示要

取消和国足主帅里皮共进晚餐

的计划（根据两人的习惯，输的一

方埋单）。

点评： 一个拿着

2000

万欧

元年薪的里皮让一个给东南亚国

家“打短工”的埃里克森请吃饭 ，

实在不像话， 何况本届亚洲杯还

是在消费水平极高的阿联酋举

行。

过去几年， 总是在圣诞节的

时候，冠军就没悬念了，对我们来

说， 更加重要的是向德国足坛展

现了我们可以让联赛重新紧张

起来。以往我们担心被拜仁挖角，

现在我们不怕了。

———目前德甲联赛积分榜

上，多特以

6

分优势领先拜仁，多

特蒙德

CEO

瓦茨克提前以胜利

的姿态示人。

点评：话不要说太早。

本组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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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赛 勇士

VS

掘金

西部榜首大战， 此前掘金

和勇士均拿到了 28 胜，但上周

掘金以 93:102 输给鱼腩太阳

队，让人大跌眼镜。此次对决勇

士，掘金必须打醒十二分精神，

毕竟作为西部的排头兵， 两队

的差距相当小。最近两次交手，

掘金都取得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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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小组赛 中国

VS

韩国

在两队都已经提前出线的

情况下， 这一场小组赛末轮的

中韩对决显得有点“鸡肋”。 国

足经历了前两场的苦战后需要

保存实力， 决定派出轮换阵容

出战， 韩国队的头号球星孙兴

慜

是否出战仍是未知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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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小组赛

日本

VS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斯坦夺得去年

U23 亚洲杯冠军， 该队是本届

亚洲杯颇被看好的非传统劲

旅。 日本队将检验这支“中亚

狼”的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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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赛 广东

VS

广州

一场实力悬殊的德比战，

本赛季首回合广州在主场以

110:125 输给“老大哥”广东队。

首回合大胜泰国的印度队（蓝衣）次轮被东道主阿联酋队打回原形。 本组图片 由

CFP

提供

▲

孙兴慜很

可能缺席， 本托

未战先怯。

荩

里皮 （右 ）

抢到了心理战的

先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