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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甘 慧

2∶3，国足热给了沙特，热得遗

憾，也热得明白。之所以说明白，是

因为就连普通的球迷，都看清楚了

国足此战的症结所在。

一问李铁:

自去年年初执掌国足教鞭以

来，李铁的任期已达近两年。两年的

时间，一位教练足以完成对一支队

伍的战术改造，将自己的战术思想

植入到球队之中。只是，世预赛打了

4场了，我们看到的是一支随着对

手变化而不断改变，失去自我的国

足，并没有看出国足有何成型的战

术套路。

凌乱的进攻、苍白的中场控制

力、略显脆弱的防线……这几乎是

国足在 12 强赛每场比赛中都会体

现出来的内容。每当问起球队战术

安排的时候，李铁几乎无一例外采

取回避的策略。

二问李铁:

中沙之战，国足 0∶2 落后，被逼

入了绝境，这个时候，李铁换上阿兰

和洛国富两名归化球员，场面有了

很大的改观。沙特队的进攻被压制，

国足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甚至差点

扳平比分。

只踢了半场比赛，洛国富有 6

大数据高居全队第一：2 次射门全

部射正、3 次过人、2 次成功过人、

被沙特队侵犯 3 次、前锋球员抢断

最多（2 次）、前锋球员解围次数最

多（1 次）。归化球员的作用显而易

见，但在已经进行的 4 场 12 强赛

中，李铁并没有充分发挥归化球员

的作用。本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只有

蒋光太一名归化球员。4名归化球

员同时出现在场上的时间非常有

限。

既然当初花费了很大的财力去

归化他们，为什么现在不能大胆启

用他们？

三问李铁:

热给沙特之后，李铁赛后又是

老生常谈———希望多打热身赛，希

望回到主场。“回到中国之后，还不

能确定 100%在中国进行，所以对

我们国家队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就

像一个没家的孩子一样在外面踢

球，每天就只能在一个小房间里呆

着，除了每天的训练。这对我们的球

员是非常艰难的。回到中国之后，我

们希望能够多打热身赛，但在目前

全球疫情下，我们不知道能否执行。

包括在 40 强赛出线之后，在 12 强

之前，也制定了热身计划，但迟迟执

行不了。回到中国之后，需要先隔离

两周。这里，需要感谢工作团队、球

员，包括中国执行工作团队，他们在

这里真的是不容易。所以，需要谢谢

他们。”

之前国足抱怨中超掏空了球

员的体能，如今中超联赛停摆 3

个月，国足有长达一个多月的集

训，结果场面并没有明显的改观。

战术不明确，核心问题不解决，国

足真能靠几场热身赛有质的改

变？

晨报记者 甘 慧

结束与沙特队的世预赛 12 强

赛后，国足将搭乘包机回国，准备

11月的两场比赛。

据悉，国足将于沙特当地时间

13日 20点启程，乘坐包机飞赴上

海，预计包机将于北京时间 14 日

下午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跟世

预赛 40 强赛小组赛结束后从阿联

酋回国一样，随后国足将按防疫规

定，被集体转至苏州太湖太美香谷

里酒店，接受隔离医学观察，同时备

战 11 月的 12 强赛。根据赛程安

排，国足将于 11 月 11 日对阵阿曼

队，11月 16日再战澳大利亚队。这

两场比赛有望在苏州进行。

4轮 12 强赛过后，国足 4 战 1

胜 3负积 3分排名小组第 5。本轮

战胜国足的沙特队 4战全胜，以 12

分高居榜首，澳大利亚队 9 分紧随

其后。阿曼和日本本轮都赢得了比

赛的胜利，积分都增加到 6 分，分

列第 3和第 4名。4战皆败的越南

小组垫底。

从目前的积分情况看，下轮国

足与阿曼之战，很可能是一场相当

于 6分价值的比赛。如果国足能够

战胜阿曼，那么出线形势还有转机。

一旦落败，意味着国足与小组前 3

名的积分差距将拉大到 6 分，追赶

将变得非常困难。

晨报记者孙俊毅报道 10

月 13 日，胜负彩第 21121 期

开奖结果出炉。全国共命中

121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3.8

万元，上海诞生 2注头奖。

胜负彩第 21121 期的 14

场比赛全部来自世预赛，包括

4 场亚洲区预选赛和 10 场欧

洲区预选赛。

比赛结果方面，世界杯亚

洲区 12 强赛，沙特 3 比 2 险

胜中国，叙利亚 2比 3负于黎

巴嫩，阿联酋 2比 2与伊拉克

激战平，阿曼 3比 1击败越南；

世界杯欧洲杯预选赛，英格兰

主场 1 比 1 被匈牙利逼平，科

索沃主场 1 比 2 负于格鲁吉

亚，乌克兰 1比 1战平波黑；葡

萄牙、塞尔维亚、瑞典、保加利

亚、苏格兰、以色列和波兰都打

出赢球正路结果。

根据体彩中心的开奖公

告，本期胜负彩全国开出 121

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38998

元；开出二等奖 4044 注，每注

奖金 1782 元。

记者从上海市体彩中心获

悉，上海本期擒获 2注一等奖，

分别出自闵行 09126 网点和

青浦 17652 网点。此外，申城

本期命中 136注二等奖。

体彩中心的冷门排行榜显

示，英格兰在欧洲区世预赛中

主场被匈牙利 1比 1逼平成为

本期胜负彩的头号冷门，全国

竞猜平局的比例仅 8.66%，竞

猜主胜的比例则达 89.38%。数

据统计显示，英格兰此前在主

场进行的世预赛和欧预赛上已

经连胜 21场。

第二冷门来自亚洲区世预

赛叙利亚 2 比 3 负于黎巴嫩，

全国猜负比例为 15.37%。

本周中的国际比赛结束，

周末将回归传统联赛。胜负彩

第 21122 期的 14 场比赛将由

欧洲四大联赛组成，包括 6场

英超、5 场德甲、2 场意甲和 1

场西甲。第 21122 期于北京时

间 10 月 13 日 20:00 开售，于

10月 17日 21:00 停售。

英格兰造胜负彩第一冷

上海擒获 2注一等奖

下轮若不敌阿曼 国足可能提前退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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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育培训中心女 57 岁丧偶未育肤白漂
亮有女人味有多房条件优会烧一手好菜急
寻年长的脾气好的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女厂长 64岁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开厂
多年虽事业有成但孤独有多房条件优急
寻 90岁内能理解我男士 13524180951

经商女 52岁丧偶肤白漂亮自营公司多
年虽条件优有多房但很孤独急寻年长的
的懂管理男士共度一生 13524180951

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王老师)

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红木家具 . 老家具 .字

画 .扇子 .印章 .像章 .老

服装 .小人书 .紫砂壶 .

玉器 .瓷器 .地址:多伦路
160号 （近 四川 北 路 ）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物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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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晨报》综合分类、遗失、注销各类声明广告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
C5204 住静安洋房女医生党员 57 岁未婚貌美肤
白丰满有多房开厂父母过世无兄妹寻 77 岁内男
士入住我家会把一切交给你 (女付 )63337606

C5205 父母亡无子女貌美女干部 77 岁丧
偶未育退休多年有房急寻 91 岁内体健无
房可住我家男士速婚 （女付 )53833358

C5206 住徐汇洋房孤独富有貌美未婚女总
61 岁本地人有多房备车父母留下工厂无贴
心人相助急寻品正男随缘(女付)63337606

C5207 独居浦东浦西多套房中医内科女专家 71
岁未婚貌秀显年轻市区有商铺出租生活富裕孤
独难耐无亲人寻 87 岁内无房体健品正温和男入
住贫富不计可速婚给你幸福 （女付 )53833358

C5208 美丽端庄女教师 41 岁未婚父母亡
无兄妹居市区别墅另动迁分得巨款和多房
内心孤苦盼望亲情入住觅稳重有爱心男士
不计你的收入年龄不限 (女付 )63337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