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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平阳今日抵济

捏捏个个软软柿柿子子
也也得得瞪瞪起起眼眼来来

济南双飞，2480元；烟台双船，1580元，且看鲁能“平阳扫北”

55月月66日日，，跟跟我我们们到到韩韩国国看看亚亚冠冠
本报记者

4月22日，亚冠第五轮小组
赛，鲁能主场迎战越南平阳；5
月6日，小组赛最后一轮，鲁能
客战全北现代，鲁能泰山能否

“平阳扫北”，在被动的情况下
从亚冠小组赛中出线？这是每
一个球迷都十分关心的话题。

“长安福特·齐鲁晚报亚冠海外
助威团”等待您的参加，一起到
韩国去为鲁能加油。

此次韩国行程，我们根据
现实情况，为大家打造了两条
线路，供您选择：其一，“精品

飞行路线”，济南起止，为大家
最大程度地提供方便，双飞五
日游，5月4日下午离济，5月8
日中午返回；其二，“豪华邮
轮路线”，烟台起止，极大地
方便了烟台、威海及周边地
区的朋友，5月5日下午离开
烟台港，5月9日早上返回烟
台。我们为参加助威团的每
一位朋友，都准备了比赛球
票、鲁能助威服等礼品，另外，
本次活动得到了长安福特的
大力支持，凡报名成功并下载
齐鲁壹点客户端的读者，还将
获得由长安福特提供的精美

纪念品一份。
还想提醒广大读者、诸位

球迷的是，如果您想参与本报
组织的活动，请一定马上检查
一下，您是否有护照、护照有
效期截止到什么时候。如果没
有护照，请马上到出入境管理
局办理，然后将“办证回执单”
等资料在第一时间交上来。此
次“精品飞行路线”和“豪华邮
轮路线”，位置所剩有限。景华
旅行社地址：济南市华信路凯
贝特大厦A座，具体事宜，请
马 上 致 电 咨 询 ，电 话 ：
13505406587、13153193379。

上港2：1力帆

登顶积分榜

新华社上海4月19日体育专电
凭借埃弗拉第87分钟的头球绝

杀，上海上港队主场以2：1力克重庆
力帆队，在19日进行的中超联赛第
六轮比赛中全取三分，总积分达到
14分，以1分优势超越广州恒大居积
分榜首位。不过上港队此役两员大
将金周荣和于海相继伤退，给球队
未来征战留下隐患。

赛季开始以来，上港队前五轮
保持不败。但最近两轮因孔卡受伤、
蔡慧康染红等原因，遭遇了两连平，
球队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士气。本
场比赛，孔卡和蔡慧康均回归首发，
使得球队整体实力趋于完整。

重庆力帆队前五轮两平三负，
成绩并不理想，攻强守弱的情况使
球队难求一胜。

比赛开始后，双方的拼抢很积
极，上港队很快遭受打击。上港队外
援金周荣在拼抢中受伤，不得不被
替换下场。第25分钟，埃弗拉在禁区
前沿送出直塞，快速插上的海森一
脚射门，皮球被后卫挡了一下弹入
球门，上港队取得1：0领先。

第42分钟，力帆队开出角球，前
点队员头球后蹭，上港队后点防守
疏漏，被力帆外援阿杜阿跟进推射
破门，将比分扳成1：1平。

下半场易边再战，上港队逐渐
掌握比赛节奏，但力帆队用稳健的
防守和锋线快马仍然和上港队顽强
周旋。第75分钟，上港队于海在争顶
中伤到腰部，被吕文君替换下场。之
后蔡慧康前场送出直塞，形成单刀
的埃弗拉一脚劲射皮球被门将没
收。

第87分钟，孔卡主罚前场任意
球将球吊至禁区，埃弗拉头球攻门
得手，上港队在最后时刻锁定胜局。

桑切斯加时绝杀雷丁，阿森纳挺进足总杯决赛

关关键键时时刻刻不不脱脱靶靶，，才才叫叫神神枪枪手手
本报记者 叶嘉利

像是一出写好的剧本，常
规时间阿森纳与雷丁打平，双
方激战加时赛打满120分钟，
前面的铺垫都是为了桑切斯
的登场，然后一切都顺其自然
地发生了。

北京时间4月19日凌晨，
英格兰足总杯半决赛的首组
对决在阿森纳和雷丁之间展
开。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雷丁
晋级足总杯半决赛，已经创造
了历史，他们上一次晋级这项
赛事的四强还是在1927年。雷
丁目前在英冠联赛仅排第十
九名，而阿森纳在英超下半赛
季状态正热，高居联赛第二。
阿森纳整场牢牢控制形势，球
权占有率达到70%，无数围攻
射门却是只听雷声，不见下
雨。常规时间打完，阿森纳凭
借桑切斯打进一球，与雷丁1：
1战平。

进入变数极大的点球大
战，是阿森纳不想看到的结
果。时间缓缓推移，加时上半
场结束了，比分没有改变，“教
授”温格在场边一脸严峻。下
半场刚开始，比赛出现了戏剧
性的一幕。桑切斯禁区内左路

的一脚轰门，直奔雷丁队门将
费德里希而去，费德里希迎着
皮球想要扑住，没成想自己的
双手却滑了，皮球缓缓滚入球
门。

被巴萨放弃之后，桑切斯
来到阿森纳变成了救世主。本
赛季上半阶段，桑切斯进球
感觉极佳，屡屡在险要关头
上演单骑救主的好戏。从巴
萨的尖刀，到阿森纳的真大
腿，桑切斯的身份已经完美
蜕变。到了赛季下半程，桑切
斯的状态有所下滑，近14场
比赛只进了2个球。但是谁都
不知道，桑切斯会什么时候爆
发。本场比赛独中两元，加时
赛打进绝杀，桑切斯的表现无
可挑剔。

桑切斯为阿森纳带来的，
不仅是个人的得分能力，还有
领袖气质和坚毅的品质。“争
四狂魔”的名号，已经被人黑
得不见五指，阿森纳被调侃成
第四的代名词。今非昔比，上
轮英超联赛阿森纳战胜伯恩
利之后，豪取联赛八连胜，创
造了本赛季英超最长连胜纪
录。阿森纳上一次取得这样的
成绩，还是在2013-2014赛季。

越来越稳固的后防线，越

来越高效率的进攻，是枪手连
续胜利的保障。而且，温格手
中可以信任的队员越来越多，
科奎林、贝莱林和奥斯皮纳的
表现让人眼前一亮，中前场桑
切斯、卡索拉、厄齐尔梳理进
攻井井有条，前锋吉鲁的表现
也是越来越风骚。往年阿森纳

都是高开低走，到了三四月份
突然短路，如今阿森纳是稳步
前进气势如虹，温格也度过了
自己的信任危机。

本场比赛过后，枪手距离
卫冕足总杯冠军只有一步之
遥，联赛也是坐二望一，这样
的阿森纳，你怕了吗？

本报记者 李志刚

4月22日，亚冠小组赛第五
轮，鲁能泰山主场迎战越南平
阳。此前，鲁能曾在客场3：2击
败平阳，这一次在济南作战，自
然也不想让胜利溜走。据记者
了解，越南平阳队一行将于4月
20日晚上到达济南，由于时间
关系，当天不会安排训练。

本赛季亚冠联赛第一轮，
越南平阳主场2：3负于鲁能，但
该队的表现得到了越南媒体的
认可。在那场比赛之后，越南通
讯社的“体育文化网”曾以“平
阳队2：3输给山东鲁能队虽败
犹荣”为题作了报道。文章说：

“越南2014年足球联赛冠军平
阳队在与比自己强大的中国俱
乐部比赛中不落下风，值得称
赞，该队的表现是对越南足球

运动员的一个鼓舞。”河内的
《青年报》也认为，平阳队面对
“巨人”山东鲁能队打出了一场
超水平的比赛。报道援引平阳
队主教练阮青山在赛后的话，

“队员们在比赛中打出了信心
和纪律，因此曾在场上一度2：1
领先。”

在如今的越南联赛中，平
阳队10战7胜1平2负积22分位
居榜首，领先第二名清化队两
分，越南平阳队最近的比赛便
是4月17日客场1：1战平了清
化，球队士气、体能都不存在问
题。由于整体实力与亚洲强队
存在一定差距，越南平阳在亚
冠联赛中已经没有了出线希
望，但这支球队一向比较顽强，
上轮亚冠小组赛，越南平阳便
在主场1：1战平了韩国全北现
代，鲁能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中超积分榜

名次 队名 场次 积分

1 上海上港 6 14

2 广州恒大 6 13

3 北京国安 6 12

4 河南建业 6 11

5 广州富力 6 10

6 上海申花 6 10

7 江苏舜天 6 10

8 山东鲁能 6 9

9 天津泰达 6 8

10 辽宁宏运 6 8

11 长春亚泰 5 6

12 杭州绿城 6 6

13 石家庄永昌 5 5

14 贵州人和 6 4

15 重庆力帆 6 2

16 上海申鑫 6 0

（截至4月19日）

桑切斯表现神勇。 新华社发

杨旭还能延
续 首 轮 的 神 奇
吗？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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