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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甘 慧

由于韩国国家队出现了多达

10人核酸检测阳性，因此蔚山现

代的 4 名国脚的情况也备受关

注。在昨天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

会上，蔚山现代方面通报了这 4

名队员的情况。

此次韩国国家队前往奥地利

集训比赛，蔚山现代的赵贤祐、金

太焕、郑昇铉和元斗载等 4 名队

员被征召。昨天，蔚山现代方面

介绍说，由于门将赵贤祐在韩国

国家队集训时核酸检测阳性，因

此他并没有来到卡塔尔，而是已

经返回韩国进行隔离治疗。

蔚山现代的另外 3 名国脚

金太焕、郑昇铉和元斗载，在结束

韩国队与卡塔尔队的热身赛后，

已根据球队的要求飞抵卡塔尔多

哈，以增援球队征战亚冠联赛。蔚

山现代方面透露说，金太焕、郑昇

铉和元斗载目前正在球队下榻的

酒店的不同楼层进行隔离。据了

解，这 3 名队员是否有资格参加

比赛，将由赛事组委会判断决定。

在卡塔尔当地时间昨天上午进行

的申花与蔚山现代一战的赛前联

席会议上，组委会并没有就此给

出说法。截至发稿时为止，亚冠组

委会仍没有对这 3人的参赛问题

进行表态。

赵贤祐、金太焕、郑昇铉和元

斗载都是蔚山现代的绝对主力，

对球队获得本赛季联赛和杯赛双

料亚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晨报记者 甘 慧

北京时间今晚 9点，申花将在

亚冠小组赛中迎来第二个对手韩国

的蔚山现代，这也被认为是该小组

实力最强的球队。昨天，申花主教练

崔康熙携后卫艾迪出席了赛前发布

会，他表示，这将是一场非常难打的

比赛。

作为韩国籍主教练，崔康熙对

于蔚山现代自然是非常熟悉和了解

的。蔚山现代是一支攻守兼备的球

队，球队不仅有着很强的攻击力，防

线也是相当稳固。

谈到这个对手时，崔康熙说，

“蔚山现代在每个位置上都有优

秀的球员，个人能力非常强，尤其

是外援，具备很好的能力。对?们

来说，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比赛。?

们第一场比赛取得了胜利，球队氛

围不错，而且球员们也相对适应了

时差。第二场比赛，?们依旧会认

真准备，争取把?们的状态打出

来。”

如果能拿下蔚山现代以及接

下去与东京 FC 背靠背的比赛，

申花就很有希望以小组第一名的

身份出线。对此，崔康熙表示：

“确实对?们来说，每一场比赛

都要全力争胜、认真对待。?们一

共有 6 场小组赛，而且每三天要

打一场，对?们来说比赛是非常

密集的。?们会密切观察球员的

状态，采取轮换的方式，在现有人

员的基础上，尽可能去打好每一

场比赛。”

晨报记者 孙俊毅

国际比赛日结束，本周末欧洲

联赛回归，上演热刺VS曼城、马竞

VS巴萨等多场焦点战。

周六 039 英超 22 日 01:30

?刺 VS 曼城

自从联赛首轮主场爆冷输给埃

弗顿后，热刺各项赛事 14 战 10 胜

3平仅 1负，唯一输球是欧联杯客

场大面积轮换输给了安特卫普，联

赛中他们也以净胜球优势力压利物

浦排名第二，两大前锋孙兴慜和哈

里·凯恩分别领跑联赛射手榜和助

攻榜。曼城各项赛事过去 9场 6胜

3平保持不败，中卫阿克和前锋斯

特林都因伤提前从国家队回归，后

者及时康复出战的可能性更高。

竞彩胜?负推荐：

热刺 VS 曼城 负

周六 054 西甲 22 日 04:00

马竞 VS ?萨

马竞近 5 场比赛 4 胜 1 平，联

赛四连胜后积分攀升至第三，同时

也是西甲本赛季唯一一支保持不败

的球队，主力射手苏亚雷斯和后腰

托雷拉都在乌拉圭国家队中感染新

冠，将缺席本场比赛。巴萨上轮 5比

2大胜贝蒂斯，本场比赛他们人员

也不齐整，前锋法蒂、中场库蒂尼奥

和后卫阿劳霍本来就有伤，三人中

只有库蒂尼奥有可能复出。

竞彩胜?负推荐：

马竞 VS 巴萨 胜/?

今晚对阵小组最强对手蔚山现代

崔康熙：比赛将非常难打

蔚山现代 3名国脚在酒店不同楼层进行隔离

能否参赛有待组委会决定

穆里尼奥再战曼城恐难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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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宋文焦遗失军人保障卡，卡号 8

13101180802101323， 饶晓荔遗
失军人保障卡，卡号 8100001908

30122199，宋承泽遗失军人保障
卡， 卡号 810000190617291183，

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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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赛首场力克帕斯光荣，申花为自己的亚冠之路开了个好头。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