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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所倚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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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紧张吗？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体育资讯

本报讯 尽管此前屡次被德
国媒体曝出将重回德甲执教， 但
带领国安在中超高居三甲， 足协
杯1/4决赛首回合2∶1战胜上港之
后， 国安主帅施密特接受德国媒
体 《世界报》 的采访时表示， 自
己很享受在国安的工作， 会履行
完和御林军目前的这份合同。

此前，德国媒体曾经报道，包
括莱比锡红牛、 法兰克福等队将
邀请施密特重新回到德甲执教。
不过经过上赛季半年的磨合，本
赛季在国安补强的情况下， 施密
特带领御林军恢复了强队面貌。
本赛季前11轮中超之后， 国安位
列积分榜的第3名，距离榜首的上

港只有1分差距。 而足协杯赛场，
国安则是闯入8强， 并且在1/4决
赛首回合2∶1领先上港。

对于目前和国安的合作， 施
密特表示非常愉快， “我目前的
感觉非常好， 很享受在中国的工
作， 尤其是在中国的首都生活和
工作， 这种感觉非常好。 国安的
每个主场都相当于一场大型活
动， 每场比赛都能吸引到5万名
左右的球迷进场。”

谈到自己成为德甲球队的候
选主帅 ， 施密特否认了这种可
能， “目前来看， 我不会成为其
他任何球队的新帅候选人， 我和
国安的合同到2019年年底结束 ，

我打算与国安履行完这份合同。”
而且施密特表示， 和国安签下2
年半的合同， 就证明他想在中国
赛场取得一些成就， “和国安签
下2年半的合同， 显示了我想要
在国安有一番作为的态度。”

施密特承认， 经济因素主导
他最终来到中国执教， “经济因
素是推动我最终来到中国执教的
重要原因。” 不过施密特也透露，
结束和国安的合同后， 他有可能
返回德国， “我的妻子和孩子目
前仍然在德国居住， 所以我在中
国执教， 要和她们继续分开， 不
过这不会成为一个永久的状态。”

（贝克）

施施密密特特：：不不会会中中途途离离开开国国安安

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A组
俄罗斯VS沙特阿拉伯

今日23:00

新华社电 中澳国际男篮对
抗赛最后一站中， 中国男篮红队
以82∶62迎来系列赛首胜 。 主帅
李楠赛后称将总结三场比赛得失
来备战世界杯预选赛， 他同时也
表示，希望打造队内宽松的氛围、
保证球员在国家队是开心的。

在与澳大利亚NBL联队的三
场比赛中， 第一场红队三节打平
末节失守，第二场首节仅得4分但
第四节险些逆转， 第三场获胜。
“我们第一场打了比较差的第四
节，第二场打了比较差的第一节，
总结起来前两场我们打了六节好
球，这一场的要求是就算输了，我
们四节都打得要好。”李楠说，“之
前都是练兵，我说我输得起，确实
今天也放得开， 从第一节优势就
跑到我们这边来了。 ”

红队即将在28日的2019篮球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对阵韩国
队， 李楠透露， 12日加入球队合
练的赵继伟将是近期最后一名归
队的球员， 而在美训练的丁彦雨
航、 周琦， 刚做了手术的翟晓川
等暂时不会加入球队。 对于球员
的长远发展， 李楠一直抱着支持

与关心的态度。
“我们红队就是从去年积累

下来确实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训
练当中我要求还是比较严， 但是
生活中还是会给更多的关心。 我
不是特别老的教练 ， 能理解80
后、 90后， 现在马上有00后了 ，
和他们如何沟通对于我来说也是
需要尽快了解的。”

李楠的话音刚落， 旁边坐着
的阿不都沙拉木凑到话筒前： 李
指导还跟我们一起打游戏呢！ 引
起现场的一阵笑声。

此外， 在前两站出战的方硕
在第三场告假， 原因是即将为人
父。 李楠打趣地表示， 红队今年
“人丁兴旺”。 “好几个来跟我请
假都是产检，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儿， 时代确实不一样了， 我们希
望更人性化。” 他说。

李楠说： “我们有自己的原
则规矩， 但我们一直跟队员讲，
在国家队希望他们是开心的， 不
希望大家排斥这个地方不愿意
来， 我们会想一些别的办法， 读
书、 政治教育、 学习、 看录像都
有， 希望能把气氛调剂起来。”

本报讯 北京时间6月12日深
夜， 皇家马德里的主教练人选出
炉。 在被各路名帅拒绝之后， 银
河战舰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
择， 宣布西班牙国家队主帅洛佩
特吉将在世界杯结束后走马上
任， 合同为期3年。

据 《马卡报》 透露， 为了得
到洛佩特吉， 皇马支付了200万
欧元的违约金。

自从齐达内下课以后， 病急
乱投医的皇马曾经跟多位名帅传
出过绯闻 ， 比如利物浦的克洛
普、 尤文的阿莱格里、 切尔西的
孔蒂， 甚至是离开上海上港后一
直赋闲在家的博阿斯。

如今， 银河战舰总算做出选
择， 宣布51岁的洛佩特吉将结束

他为期两年的国家队主帅生涯，
在世界杯结束后走马上任。

洛佩特吉接手皇马， 也算是
回归老东家。 球员时代司职门将
的他曾经于1985至1991赛季效力

于皇马， 其中在一线队3个赛季，
但始终无法动摇布约的主力位
置， 总共只得到1次联赛出场机
会， 还是在皇马已经提前锁定联
赛冠军情况下踢了一场失去实际
意义的比赛。

退役后， 他还曾经在2008-
09赛季执教过皇马B队。 离开皇
马B队后， 洛佩特吉先后执教西
班牙U19、 U20及U21国 青队 ，
率U19及U21国青队拿到欧洲冠
军。 但在波尔图执教的一个半赛
季， 他没能率队获得任何冠军，
而且中途被炒鱿鱼。

2016年7月，洛佩特吉接替博
斯克，出任西班牙队主教练，带队
出战20场，获得14胜，顺利跻身本
届世界杯决赛圈。 （艾文）

西班牙主帅世界杯后上任皇马

男篮红队主教练李楠：

今晚， 举世瞩目的世界杯足球赛
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拉开战幕 。
与上届世界杯揭幕战巴西对克罗地亚
的强强对撞相比， 本届世界杯揭幕战
由于参赛双方实力较弱， 显得星味不
足。 不过 ， 这场比赛也充满了悬念 ，
东道主和亚洲劲旅都想在对方身上拿
分， 为出线争取主动。

俄罗斯队：
新生代挑大梁
心态决定走势

俄罗斯队肯定是被看好的一方 ，
从两队的纸面实力上看， 俄罗斯队也
占据了上风。 不过， 俄罗斯队存在着
很多问题。 主教练切尔切索夫受到了
俄媒和俄罗斯球迷很多的质疑， 其中
一点就是在战术上的犹疑不定。 俄罗
斯队很长时间都在打三中卫， 但是临
近世界杯， 却突然变阵为更富攻击性
的4231， 这种变化是好是坏还很难说。

俄罗斯队的变阵， 很大程度是为
了让22岁新星格洛温打出水平， 他可
以在前腰位置上挥洒才能。 格洛温确
实是个不错的球员， 他的突破能力很
强， 这位俄罗斯新星已经受到了尤文
图斯等大牌俱乐部的关注， 甚至有意
大利媒体称赞格洛温是 “新内德维
德”。 新的战术 、 新的核心 ， 是否会

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 更多还要看俄
罗斯球员能否正常发挥出水平。

俄罗斯队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心
理，看过几届大赛你会发现，很多俄罗
斯球员都不能把在俄超的那种水平带
到世界杯或者欧洲杯比赛中。 可以想
象， 揭幕战的紧张气氛会给心理素质
不佳的俄罗斯队带来一些麻烦。 可见
俄罗斯队前20分钟比赛非常关键 ，如
果前20分钟就能打破僵局， 俄罗斯队
很可能就会把全场的主动夺到自己手
中。 俄罗斯队此前在热身赛中已经很
久没有赢球了，世界杯前同奥地利、土
耳其热身， 除了对土耳其打进1球，其
他射门竟然均未打中门框范围， 这也
从侧面反映出俄罗斯队的“弦儿”绷得
太紧了。 这场对沙特队的揭幕战，对俄
罗斯队是决定性的， 不仅是由于揭幕
战的特殊性， 而且在很大程度也将决
定俄罗斯队世界杯的走势。

沙特阿拉伯队：
备战时间充分
没压力是优势

首场就面对东道主， 对于沙特队
来说肯定会面临很多困难， 但显然西
亚劲旅是更轻松的一方。 一度沙特队
被认为是世界杯32强中最弱的， 不过
最近这种观点稍稍被 “纠正 ” 了一

些， 因为沙特队在热身赛中表现还不
错。 世界杯前三场热身， 沙特队输给
了意大利、 秘鲁和德国， 虽然三战尽
墨， 但沙特队的比赛内容却受到了诸
多称赞， 特别是最后一场对德国队的
热身赛， 沙特队一度把世界杯卫冕冠
军逼到了 “墙角 ”。 西班牙教练皮奇
入主沙特队后， 沙特队踢得更加快速
和咄咄逼人。 与以前那支蜗牛般速度
推进的沙特队相比， 这支沙特队更加
现代化。 沙特队的另一个优势是配合
默契， 翻看沙特队的名单， 你会发现
这支球队的球员基本都来自两家俱乐
部。 而且， 沙特队是所有32支参赛队
中集训时间最长的， 从几支亚洲球队
的临战状态看， 沙特队和澳大利亚队
是练得最好的， 比日本、 韩国、 伊朗
都要好。 沙特队最大的 “优势” 是没
有压力， 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赢球还
要追溯到1994年战胜比利时， 没有人
认为沙特队会出线 ， 揭幕战的 “包
袱” 都背在俄罗斯人身上。

最近俄罗斯有一只叫阿喀琉斯
的 “神猫”， 据说预测比赛很准， 去年
联合会杯它就 “小试牛刀 ”。 前几天
阿喀琉斯预测揭幕战沙特队取胜， 不
知道这只小猫会否像 “章鱼保罗” 那
般神奇。 不过， 俄罗斯队对沙特队的
比赛， 出现任何一种结果都不能算大
冷门。

希希望望球球员员
在在国国家家队队是是开开心心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