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 定前往国足增援
晨报记者甘慧报道 昨天上

午，中国足协发布公告，补充征调
申花队员曹赟定参加本期国足集
训。据悉，曹赟定已经前往国足的
驻地报到。随着曹赟定增补进入
本期国足集训名单，申花入选国
字号队伍的球员已多达 9人。

最初的本期国足集训名单，
申花共有两名球员入选，分别是
守门员曾诚和新援吴曦。在曹赟
定加入之后，申花的入选人数上
升到 3人。此外，为了备战 2022
年杭州亚运会及 U23 男足亚洲
杯，U22 国足于 3 月 18 日至 4
月 2日在广州展开集训，申花的
温家宝、蒋圣龙、周俊辰、苏士豪、
孙沁涵和徐磊入选。

在备战新赛季的关键阶段，
多名队员前往国字号球队集训，
给申花主帅崔康熙的备战工作
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崔康熙
的计划中，从 3 月 15 日起的 3
周，是申花整个冬训的最重要的
阶段，将决定球队整个赛季的状
态。

尽管入选 U22 国足集训的
队员中，蒋圣龙、周俊辰等都已基
本确定外租，但在朱辰杰因伤很
可能缺席联赛第一阶段的情况
下，温家宝无疑是球队 U23 最重
要的人选。另外，曾诚、曹赟定和
吴曦都是申花非常重要的核心队
员，在技战术训练以及阵容磨合
的阶段，他们的缺席势必对球队
的训练造成不小的影响。

国足和 U22 国足的集训都
将在 4月初结束，在联赛开赛前，
留给申花就只有大约两周的磨合
时间了。

晨报记者 甘 慧

3 月 21 日开始的国足集训，是 6
月世预赛 40强赛开战前的最后一次
集训，主教练李铁本想通过此次集训
磨合阵容，可就在集训开始前，队员
受伤的消息一次次传来，让李铁非常
头痛。

李铁说：“这是我们 40 强赛前
的最后一次集训，我们计划是两周左
右的时间，期间也安排了两场热身
赛，专门找来了河南队、还有山东队

作为我们的演练对手。其实，这跟我
们整个世预赛的节奏是完全一样的。
通过今年的这两次集训，主要还是为
了磨合球队。但是，比较遗憾的是，这
次还是出现了很多的伤病，包括缺席
了第一期集训的蒋光太，张琳芃因为
手术之后恢复还得需要较长的一段
时间，所以也缺席了。此外，李可从英
国回来之后也刚刚开始恢复，加上最
近有点小伤，所以这次也没招他过
来。”

国足集训名单公布后，李铁又收

到消息，恒大的归化球员费南多因为
热身赛拉伤肌肉，很难前来参加集
训。“最新的情况是，费南多在最近
一场热身赛中受伤，但我们还在进一
步核实，报告还没出来。我们得到的
信息是大概需要两周到三周的时间
恢复。所以，费南多这次也没有能
来。”李铁无奈地说，“这可能就是足
球的一部分，我们谁也不知道到 5月
份我们国家队集中的时候，有哪些球
员可以健康地来，所以说我们必须让
所有的球员都随时准备好。”

说这番话的时候，李铁显得非
常无奈。蒋光太、费南多、李可和张
琳芃都是李铁战术体系下非常重要
的队员，但费南多和蒋光太两人上
次参加国足集训，还是去年十一期
间的那次，跟球队的磨合时间比较
有限。“没有什么办法，这就是我们
球队面临的现实情况。现在只能希
望在 5 月 20 日我们集中的时候，所
有球员能够健康地来到球队，然后
去准备 40 强赛。我想，大概就只能
如此了。”

新华社伦敦 3 月 21 日电

21日的足总杯四分之一决赛有
4支英超球队亮相，切尔西 2∶0 击败
联赛垫底的谢菲尔德联，顺利晋级四
强；曼联 1∶3 不敌莱斯特城，意味着
“狐狸”39年来首进足总杯半决赛。

当日在斯坦福桥，“蓝军”第
24 分钟收获对手送上的“乌龙大
礼”。奇尔韦尔禁区外远射，谢菲联
后卫诺伍德伸脚一挡酿出大祸，将
球送入自家大门。此后，切尔西在场
面上保持优势，但直到终场补时阶
段才由齐耶赫凌空扫射再添一分，

最终实现 2∶0 的胜利。
德国人图赫尔出任主帅以来，

切尔西各项赛事 10 胜 4 平保持不
败。他们将于 4月与英超“领头羊”
曼城争夺足总杯决赛席位。
未来的另一场半决赛，对阵双方

将是南安普敦和莱斯特城。莱斯特城
当日主场迎战曼联，第 24分钟即利
用对手后场失误斩获进球。曼联上半
场结束前凭借格林伍德的进球扳平
比分，但下半场连丢两球，最终1∶3
落败。曼联主帅索尔斯克亚赛后坦
言，长时间 3天一赛，球员们的体能
和精力真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晨报记者 孙俊毅

本周二被列入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竞彩项目的重点赛事是英甲。

周二 002 英甲 24 日 03:00
伯顿 VS 什鲁斯伯里
两队虽然排名接近，但主队伯顿

近期的状态好于什鲁斯伯里。上轮伯
顿 1 比 2 不敌米尔顿凯恩斯，是球队
近 8轮的首场失利，此前 7 轮的成绩
是 6胜 1平。什鲁斯伯里上轮在主场
1比 1 战平赫尔城，取得两连平，近 6

轮联赛的成绩是1胜 3平 2负。本赛
季首回合两队 1 比 1 战平，上赛季两
回合两队也都战成平局。
竞彩胜平负推荐：
伯顿 VS 什鲁斯伯里 平

周二 003 英甲 24 日 03:00
北安普敦 VS 牛津联
北安普敦上轮 0比 1 不敌克鲁，

近 3轮取得 2负 1 平，不过球队近期
的主场成绩尚可，近 3个主场取得 2
胜 1负。牛津联上轮 0比 2不敌布莱
克浦，近 3场比赛里遭遇两场败局，

而此前球队连续四轮不败。本赛季首
回合，牛津联主场 4 比 0 大胜北安普
敦。北安普敦目前仍在降级区，牛津联
队无欲无求，主场作战的北安普敦斗
志可能更为强烈。
竞彩让球推荐：
北安普敦 VS 牛津联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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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甘 慧

李铁出任国足主帅已经一年多，
只是受疫情的影响，至今没有进行过
一场公开的正式比赛，而且面对媒体
关于技战术方面的问题，国足从上到
下基本都是三缄其口，这让李铁率领
的国足，至今充满着神秘感。

3月 21 日开始，国足在上海进

行为期约两周的集训，备战 6月的世
预赛 40强赛。虽然国足会安排媒体
开放时间，但所谓的媒体开放日，不
过是教练、队员接受媒体采访，然后
看 15分钟的队员跑圈、抢圈等的热
身训练，并不涉及任何技战术方面的
内容。

国足在上海的训练场地周边有
几栋民宅，也成为球队训练时，工作

人员所重点关注的区域。去年李铁在
这里训练的时候，由于居民楼突然出
现了几个人，这马上引起了国足的重
视。据说这件事还惊动了村长，村长
出面了解情况，以防止有人偷窥国足
的训练。
国足的技战术不让看，也不让说。

有媒体问起球队在海南集训期间尝试
的新阵型，李铁回应说：“关于在这方

面的问题，我不想多谈。我刚刚说了，我
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战术组合，然后
期望球员体现出更多战术方面的灵活
性。”
昨天，国足安排于大宝和李昂接

受采访，记者们自然比较关心李铁对
于后防线的要求，对此队员基本上是
打起了太极。于大宝说，“过去好几期
集训来了很多球员，我们一直在尝试

很多不同的打法，作为球员我们就是
全力执行李铁主教练的要求，不管谁
踢，场上的技战术都是一样的。”李昂
则说，“李导从第一期集训开始，对我
们的要求就非常严格，特别是中卫位
置。他让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位置的
重要性，其次是要在全场的呼应，要互
相协助帮忙，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关
键。”

国足集训技战术安排成“一级机密”

计划赶不上变化，主帅李铁有点“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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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安普敦斗志更强英足总杯：切尔西进四强 曼联遭淘汰

3月 21 日，国足主教练
李铁（中）在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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