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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明日赴上海客场作赛

残阵打上港
不输就是赢
一轮国家队比赛日之后，中超将在
这个周五下午重燃战火。 明天开始的中
超第 13 轮赛事， 有两场比赛将面对全
球直播，其中一场，就是上海上港主场
对阵广州恒大的争冠大戏。
广州恒大即将面临连续两场的关
键赛事，首先他们需要在上海八万人体
育场确保在中超争冠中不掉队；其次是
下周中他们还将在主场的亚冠淘汰赛
中，力争击败山东鲁能。
广州恒大上赛季王冠旁落，夺冠者
正是上海上港；而作为卫冕冠军，上港
一方面要阻止恒大的复仇，一方面还要
追赶目前的领头羊北京国安。 而且同样
的，上港也需要为下周中的亚冠分心。
最近上海上港取得了一系列的比
赛胜利，这对于他们的状态来说是一个
很有利的事情。 不过他们的后防线总是
有些不稳固，经常在比赛中出现一些失
误，如果不是中场实力强大，他们很可
能会输掉不少场次，这是上海上港需要
注意的一个方面。
广州恒大现在是中超联赛的第三
位，他们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还是保
持着很优秀的战绩。 恒大目前最大的一
个弱点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严重，整支球
队有多达 11 名可以打上主力的球员受
伤， 而且还刚好每个位置上伤 1 人，也
就意味着，他们的病榻之上，躺着一整
支有实力争冠的球队。
在进攻端，前锋郜林、于汉超可能
都将面临长期缺阵，塔利斯卡近期传出
消息有可能还需要再休养 2 个月。 而后
防线上的曾诚、李学鹏、冯潇霆和梅方

也都处在伤病当中。 原本入选了这一期
国足大名单的韦世豪、 黄博文和徐新，
都是因为伤病的原因退出了集训，右后
卫张琳 芃 则被传出近期出现了发烧的
情况。 除此之外，中场球员严鼎皓近期
被国奥队征召参加土伦杯赛事，长途飞
行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体能。
需要恒大本轮小心的是，他们的客
场发挥远远不如主场，而上海上港的中
前场则威力巨大：奥斯卡是进攻的发起
点，胡尔克和埃尔克森则是锋线的两把
尖刀， 他们的发挥关系到球队的胜负，
而且目前他们的状态都很不错。
另外，国足本次集训名单上港只有
两人入围， 广州恒大则有多名队员入
围，球队整体体能储备方面，恒大也比
较吃亏。
在未来两周的时间当中，广州恒大
将要客场迎战上海上港，并且还要在亚
冠淘汰赛中两次面对山东鲁能。 这三场
比赛，或许也将决定着恒大本赛季的命
运，要不就是继续在三线作战中步步为
营， 要不就是足协杯成为唯一的期待。
面临这样的局面，不仅是考验卡纳瓦罗
的应变能力，同时也是在检测广州恒大
的板凳深度和青训成果。 而在度过这三
场魔鬼赛程之后，夏季转会窗口也即将
开启，这对于广州恒大来说也是一个很
好的调整期。
另外，上港方面近期可能将迎来重
大利好，有消息称，埃尔克森入籍一事
已经快有眉目了，这名悍将可能很快就
将以本土球员身份亮相。
信息 时报 记者 白 云

来女足世
明天凌晨迎
小组赛
界杯第 2 场
明天凌晨 3 点，中国队将迎来法国女
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对手是小组
最弱的南非队。 首战输给德国队的中国女
足，假如不能在这场比赛当中取胜，出线
希望将变得渺茫。
世界排名第 48 位的南非队是中国队
所在的小组公认实力最弱的球队。 在中国
队与南非为数不多的 4 次交锋当中，中国
队取得全胜。
小组赛首轮，南非队在与西班牙队的
较量中率先破门，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效
力于北京北控俱乐部的两名南非球员莫
特尔哈洛、 克哈特拉纳首战表现出色，是
她们配合打进了南非队的唯一进球。 不
过，南非队还是以 1:3 输给了西班牙队。
虽然首战一球小负德国队，但中国队
却收获了信心。 尤其是比赛上半场，中国

伤病满营，保利尼奥（左）身上的担子更重。 信息 时报 记者 陆明杰 摄（资料图片）

塔利斯卡目前不可能离开恒大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白 云 ） 正在
巴西养伤的塔利斯卡日前在社交平
台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伤腿的照片，暗
示伤病情况仍未痊愈。 近期有传言塔
利斯卡与前东家巴伊亚俱乐部传出
绯闻，对此，球员在社交平台上做出
了回应，称目前不可能离开恒大。
塔利斯卡 在本 赛 季 对重 庆 斯 威
的比赛中受伤，虽然此后也曾在击败
武汉的比赛中短暂出场，但他的伤一
直没有完全康复，球员也因此得到了
主教练卡纳瓦罗的批准从而回到巴
西接受更熟悉的治疗。
此前有巴西媒体报道称，塔利斯
卡的薪水对于巴甲球队来说是个天
文数字，但巴伊亚俱乐部仍然希望租

借到塔利斯卡，他们已经与广州恒大
展开了谈判， 希望在 2019 赛季结束
前得到塔利斯卡。
塔利斯卡介绍了自己的近况：
“我现在还在进行强化治疗， 为的就
是能够尽可能快地康复。 但是我知
道，我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 因为伤
病有些严重， 如果无法康复的话，我
可能还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
前段时间，巴伊亚俱乐部主席贝
林塔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塔利斯卡
至少需要 60 天的治疗。 按照贝林塔
尼的说法， 塔利斯卡将至少再缺席 2
个月， 也就是最早要到 8 月 10 日左
右才能复出，而届时中超已经进入到
了第 23 轮。

中国队欲将信心转化为胜利

队两度和进球擦肩而过，球队心有不甘。
这场比赛，中国队转战巴黎王子公园
球场，球队的备战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
行。 只要正常发挥，相信中国队能顺利拿
下南非队。 本场比赛，中国女足不仅要赢
球，同时身背黄牌的球员也要避免继续染
黄。 首战德国，中国队有 4 人拿到黄牌。 小
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中国队还要与实力相
当的西班牙队进行直接较量，这场比赛很
可能将决定谁是该小组的第 2 名。
小组赛首轮， 亚洲女足全面受挫，中
国队、韩国队、澳大利亚队以及泰国队都
输给各自对手。 其中，泰国队还以 0:13 的
比分输给美国，创造了女足世界杯历史上
最大的输球分差。 只有日本和阿根廷打平
获得 1 分。

王霜：踢不好从自身找原因
首战过后，中国队的热点话题
都被当家球星王霜
“
承包”了。 发挥
平平的她，在首场比赛之后受到主
教练贾秀全的
“
批评”。 这甚至让外
界产生了对中国女足“将帅失和”
的担任。 不过，近日，无论是贾秀全
还是王霜，都公开澄清此事，表示
球队会全神贯注备战世界杯比赛。
首场比赛，王霜替补登场表现
好无亮点，赛后，贾全秀表示，球队
“不需要球星”。 外界几乎一致认
为， 贾秀全是表达了对王霜的不
满。 贾秀全近日解释称：
“
对王霜说

的也最多，骂的也最多。 对她有压
力，同时更多的是在鞭策她，怎么
能更好地更合理地，把她自己这些
特点发挥出来， 几乎都是刺耳的
话。王霜本身就是一个攻强守弱的球
员，短板很大但是优势也比较强。 ”
王霜也发声，希望外界不要再
作无端猜测，她表示连自己都不满
意自己的状态，
“从巴黎回来之后，
教练组一直在帮助我。 贾指导对于
我们就像父亲， 他不管怎么说我
们，都是为我们好，还是要从自身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找原因。 ”

信息 时报 记者 邹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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