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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的麻烦才刚开始？

爆冷不敌升班马，5轮过后已落后利物浦5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昨天凌晨结束的英超第5轮赛

事中， 曼城客场2:3不敌升班马

诺维奇，痛失3分的同时，已经落

后榜首球队利物浦多达5分。

本轮利物浦3：1逆转战胜纽

卡斯尔。 这场面对升班马的比

赛，本是曼城的一个抢分机会，

毕竟他们此前25次对阵升班马

球队保持着20胜5平的记录。 但

是在这场比赛， 曼城比分落后

的比赛时长超过一小时。 麦克

林、 坎特威尔在比赛还没进行

到30分钟，就已经帮助主队取得

2:0的优势。 上半场结束前，阿圭

罗帮助曼城拉近差距，但是下半

场开场不久，曼城后防线继续送

出大礼，普基帮助主队再次扩大

比分。 直到比赛临近结束，罗德

里的进球，才让曼城显得没那么

丢脸。

赛后曼城主帅瓜迪奥拉虽

然有很多不满，但并没有暴怒，

他表示说：“我们踢得其实并不

差，传接球方面做的很好，也创

造出了一些机会。 但足球就是

这样，看重的永远只是结果。 我

们必须要从这场比赛中吸取教

训。 ”瓜迪奥拉随后补充道：“人

们不能总是指望我们拿100分，

我们现在需要忘记这场比赛并

且重新振作起来。 ”

对于本场表现糟糕的中后

卫组合斯通斯和奥塔门迪， 瓜

帅无奈地表示：“他们经常一起

踢

（所以不存在配合问题）

，他们

现在是我们仅有的中后卫了。 ”

本场比赛之后，曼城在前五

轮积1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名，落

后排名第一的利物浦5分。

曼城暴露防守端隐患

本场比赛，曼城的统计数据全面占

优，控球率更达到了近 70%。 但诺维奇

的 3 次射正全部转化成了进球，抓住了

每一次绝佳进球机会。而曼城虽然有 25

脚射门，射正却只有 8 次，并在防守端

几次犯错。

下半场开局阶段，“蓝月亮”原本很

有希望一鼓作气，将 1：2 的比分扳平甚

至反超，但奥塔门迪与斯通斯配合失误

送上大礼，普基轻松将领先优势扩大到

两球，基本葬送了曼城逆转的希望。

虽然联赛 5 轮曼城进 16 球失 6

球，进球数据依然亮眼，但在中场和防

守端已经渐渐展现出了问题。 本场比赛

拉波尔特因伤缺阵， 奥塔门迪出现失

误，“蓝月亮”可靠的后卫不多，中场位

置也缺乏硬度， 导致防守问题被放大，

令诺维奇轻松取得进球。 拉波尔特在国

际比赛日期间完成了膝盖手术，至少需

要休战半年时间，如果奥塔门迪继续表

现低迷，曼城与利物浦的差距甚至可能

进一步拉大。

相比之下，利物浦在攻防两端做得

更好，菲尔米诺、马内、萨拉赫的三叉戟

不仅在进攻端表现亮眼，更屡屡参与防

守。 入围金球奖的铁卫范戴克坐镇后防

线，犹如定海神针。 利物浦在 5 轮联赛

中仅丢 4 球，是英超联赛中丢球最少的

球队之一， 进球数却仅落后曼城 1 球。

上赛季拿下欧冠冠军后，利物浦士气高

涨，全队在攻防两端表现积极，誓要夺

得俱乐部历史首座英超冠军。

目前利物浦 5 场全胜，尽管英超刚

开赛不久， 但 5 分的差距已经不容忽

视。 上赛季曼城蝉联联赛冠军时，最终

仅以 1 分优势力压利物浦。 曼城传统性

地慢热叠加阵容老化和后防问题的集

中爆发，或许又会让利物浦看到冲击冠

军的希望。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英超首轮大胜切尔西后， 曼联就

陷入了不胜怪圈， 不过本轮他们终于

重返胜轨， 凭借拉什福德个人创造并

罚进的一粒点球， 红魔主场

1:0

险胜

莱斯特城。

莱城对于曼联而言是非常不错的

拿分对象，上赛季红魔双杀狐狸，曼联

近

10

次对阵莱斯特城取得

7

胜

3

平

的不败战绩。本轮开场仅仅

8

分钟，拉

什福德就凭借上述进球取得梦幻开

局，不过此后双方陷入了僵局，曼联踢

法保守，难以创造更多的破门机会，这

场比赛能赢下来，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只要德赫亚和马奎尔领衔的防线

状态不错， 曼联在防守端就不用太担

心。但是在进攻端，曼联好像陷入了无

解的死局，除了点球，曼联好像找不到

摧城拔寨的利器了。薄弱的锋线，或许

会成为漫长赛季里索帅与曼联的致命

弱点。

曼联在今夏对锋线的改造有点冒

险激进， 索尔斯克亚清洗了卢卡库和

桑切斯，令人褒贬不一。曼联的锋线上

只剩下拉什福德、 马夏尔和格林伍德

三名正牌前锋。 其中拉什福德和马夏

尔都是有名的神经刀， 而格林伍德则

是没什么一线队经验的“小妖”。 放眼

全欧洲的任何一支顶级豪门， 都不可

能找到比曼联的锋线更单薄的球队

了。

横向对比，在

5

轮比赛过后，曼联

与切尔西都拿到了

8

个积分。 但两队

在场上呈现出来的比赛内容却是完全

不同的。 索尔斯克亚和兰帕德的都主

打青春牌， 兰帕德对切尔西的重建已

经渐入佳境。 而索尔斯克亚的曼联则

好像越来越倒退。

从前

5

轮两队的直观表现来看 ，

兰帕德的切尔西现在战术思路明确 ，

围绕芒特， 亚伯拉罕几个年轻人的进

攻体系风生水起，缺点就是防线不行，

这主要在于今夏受困于转会禁令 ，切

尔西没能进行补强。 但现在切尔西呈

现的面貌让人很有希望。

曼联则刚好相反， 索帅所谓的青

春风暴很形式主义， 一线队的青训人

数倒是不少， 但真正能稳定首发的并

不多， 更不要说成为球队的战术体系

核心了。 索帅总是喜欢在比赛快要结

束前换几个自家的青训上去， 好像他

的内心也有个

U23

政策约束似的。 除

了防守反击， 曼联现在没有稳定的体

系，战术思路乏善可陈，连换人都很机

械。

相比之下， 兰帕德的切尔西如今

的青春风暴倒是更令人期待。 芒特与

亚伯拉罕的表现相当惊艳。 亚伯拉罕

本轮更是完成了帽子戏法， 在前

5

轮

比赛中轰入了

7

球，状态势不可挡。已

经有许多英格兰球迷呼吁， 索斯盖特

应该在英格兰的比赛当中， 用亚伯拉

罕取代拉什福德的位置，他才是哈里·

凯恩最理想的搭档。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记者观察

曼联的“伪青春风暴”

信息时报讯

在当地时间 14 日举

行的法甲联赛第 5 轮的一场比赛中，

被主场球迷全场送上嘘声的巴西球星

内马尔， 在伤停补时阶段打出一记十

分精彩的倒钩射门， 帮助巴黎圣日耳

曼队以 1:0 战胜斯特拉斯堡队，领跑法

甲。

在本场比赛中， 因为闹转会问题

而缺席了前 4 轮比赛的内马尔一上场

便遭到了巴黎球迷漫天的嘘声。 直到

第 92 分钟，迪亚洛传中，内马尔在禁

区内打出倒钩绝杀， 王子公园球场内

的部分球迷才出现掌声。

在夏季转会窗结束前， 内马尔想

离开大巴黎并重回西甲的传闻不断，

也引起了巴黎球迷的极大不满。 内马

尔也因此缺席了联赛前 4 轮的比赛，

虽然巴西人在转会窗结束后， 主动和

球队致歉，但从比赛开始前，内马尔便

遭到主场球迷的嘘声与辱骂。 比赛中，

巴西球星一拿球便会听到嘘声， 甚至

有球迷在观众席上挥舞侮辱性的横

幅。

内马尔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

也不是我第一次被球迷嘘了， 不管是

在巴西还是法国，我都被球迷嘘过。 ”

内马尔说，“我想说的是， 我没有任何

对巴黎圣日耳曼球迷或俱乐部的不

满，每个人都知道我想离开，现在是时

候翻篇了。 今天我仍然是巴黎圣日耳

曼的球员，在场上我会竭尽全力。 ”内

马尔还说：“真很悲哀，而我也知道，从

今往后我的每一场法甲都将是像在客

场比赛。 ”

周萌

遭大巴黎球迷辱骂，但仍然打入绝杀

内马尔：从今往后，每一场法甲都像是打客场

阿圭罗领先的曼城锋线依旧锐利，但防线问题才是令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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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马尔绝杀后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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