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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里，全世界球迷都已
把梅西和巴萨画上等号，当阿根廷人
一边用纸巾抹泪，一边宣布告别诺坎
普的那一刻，许多人无法接受，因为那
改变了他们的习惯。对于梅西而言，
从宁静的巴塞罗那来到繁华的巴黎，
同样需要做出改变。

“梅西已经习惯作为球队核心，一
切战术围绕他运转的打法，想快速融
入新队伍，他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

阿根廷球星抵达巴黎后不久，穆里尼
奥就曾如是说过。事实证明，葡萄牙
名帅的确看出了问题的关键。

因为出众的球技和在拉玛西亚成
长学习的背景，梅西在巴萨队内的战术
地位，几乎无可撼动，红蓝军团前任教
头巴尔韦德甚至半开玩笑地表示，“用
好梅西是我执教巴萨的首要任务。”可
大巴黎的情况与巴萨不同，球队已经拥
有内马尔和姆巴佩的“双核”，在梅西到

来后，看似华丽无比的攻击线三叉戟，
实则因为球权分配问题暗流涌动，三人
中必须有人做出牺牲，方可保证球队进
攻运转流畅。更不巧的是，球队现任主
帅波切蒂诺，并不十分善于培养球星间
的化学反应。因此，荣誉满身却也是初
来乍到的梅西，或许需要放下身段，主
动去担当“辅助官”的角色，尝试做回刚
刚出道时那个跟在小罗身边的“第二攻
击点”。

国足再赴阿联酋
征战12强赛

新华社上海11月1日电（记者 肖世尧）
中国足协 1 日宣布，中国男足将再次前往阿
联酋沙迦，参加 11月 11日、16日与阿曼和澳
大利亚队的两场世界杯预选赛 12 强赛主场
比赛。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北京时间
11 月 7 日凌晨启程，再度前往阿联酋沙迦，
全力以赴完成备战和比赛任务。”中国足协
表示。

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国队此前的
12强赛主场比赛都放在西亚进行。今年 9月
至 10月，中国队在沙迦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
的集训，并于 10月 7日在沙迦 3比 2击败越南
队取得 12强赛首胜。今年 6月，中国队的世
预赛 40强赛部分比赛也在沙迦举办，中国队
取得三连胜。

5场联赛颗粒无收 中途下场受到质疑

转会后的梅西
为何陷入困局

出战5场，首发4次，却没有任何进球与助攻进账，你没有看错，这就是梅西转会巴黎圣日耳
曼后在法甲联赛交出的数据。与回归曼联后迅速进入角色，收获不少进球的C罗相比，阿根廷球
星在浪漫之都的表现，似乎有些不尽如人意。

本轮联赛，大巴黎依靠马尔基尼奥斯和迪马利亚在最后阶段的进球，惊险逆转上赛季抢走冠
军的里尔，继续领跑积分榜。可这一切似乎和梅西关系不大，他只踢了半场，就被主帅波切蒂诺换
下，联赛里进球助攻“双鸭蛋”的尴尬，还在延续，王子公园球场内，已有部分心急的球迷对阿根廷
人发出嘘声。转会不过几个月，那个在巴萨无所不能的梅西，为何突然陷入困局？

热刺解雇主帅
孔蒂有望接班

新华社伦敦11月1日电（记者张薇)英超
托特纳姆热刺俱乐部 1 日确认，葡萄牙籍主
帅努诺·桑托已经“下课”，新主帅人选仍待
定。

热刺 6月与前狼队主帅桑托签下两年合
约。葡萄牙人带领球队本赛季英超以三连胜
开局，但接下来 7战 5败，目前位列积分榜第
八，落后第四名西汉姆联 5分。

上周末热刺主场 0比 3败给曼联后，桑托
能否保住帅位引发关注。热刺 1日一早发布
声明，宣布桑托及其教练组“下岗”。

天空体育的消息称，前国米主帅孔蒂将
飞往伦敦与热刺俱乐部高层进行会面。双方
的谈判据称已进入最后阶段。

休斯敦世乒赛
参赛名单确认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 国际乒联 1 日
消息，2021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乒赛）参赛
球员名单已全部确认。

世乒赛单项赛将于本月 23 日至 29 日在
美国休斯敦举行，这是世乒赛首次落户美
洲。国际乒联称，51个报名参赛的成员协会
均已递交选手名单。

男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将
与周启豪、林高远、王楚钦以及梁靖崑代表
中国队出征。张本智和将与丹羽孝希、宇
田幸矢、森园政崇和户上隼辅代表日本队
参赛。德国队阵容包括“乒坛常青树”波
尔，以及弗朗西斯卡、杜达。参加本届世乒
赛男单项目的名将还包括巴西的卡尔德拉
诺，以及 2019 年布达佩斯世乒赛亚军、瑞典
运动员法尔克。

女单赛场同样充满看点，世界排名前十
的选手中，七位将在休斯敦一较高下。世界
排名前两位的中国队选手陈梦和孙颖莎有望
再次展开巅峰对决。两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来
自世界排名第三的日本名将伊藤美诚，后者
在今年 3月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
中东赛事汇中连夺两站赛事女单冠军，还搭
档水谷隼夺得东京奥运会混双金牌。

米兰双雄都赢了
新华社罗马10月31日电（黎梦青）意大

利足球甲级联赛第 11 轮的比赛 31 日继续进
行，AC米兰在特奥“染红”后，守住领先优势，
客场 2比 1战胜罗马。

罗马迎战米兰的比赛中，伊布拉维奇在
第 25 分钟以一脚极其漂亮的任意球直接得
分，为“红黑军团”拔得头筹，这也是他的第
400 粒联赛进球。第 57 分钟，伊布又在禁区
内跌倒造点，凯西主罚命中。正当米兰握着
两球优势，在场上愈发显得游刃有余之时，特
奥累计两张黄牌被罚下场。面对仅剩十人的
客队，“红狼”罗马开始全线压上，在不懈的进
攻尝试后，沙拉维禁区内破门为主队扳回一
分。不过最终米兰抵御住对手在比赛尾声的
狂轰滥炸，2 比 1 险胜罗马，继续与那不勒斯
并列榜首。

在国际米兰主场迎战乌迪内斯的比赛
中，国际米兰凭借华金·科雷亚的梅开二度，2
比 0战胜对手。

习惯需改变

与里尔一战后，波切蒂诺透露，梅
西是因为左腿肌肉不适被替换下场
的，而对于外界的种种声音，大巴黎教
头表示：“梅西的实力毋庸置疑，他来
到这里的时间不算久，还需要适应，我
们有足够的耐心。”听得出来，球队目
前并未给阿根廷人太多压力，因此，保
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欲速则不达，或许
是梅西如今最应该做的。

顶着光环和期待来到巴黎，梅西
无疑是希望尽快有所斩获的，但这样
的目标，让他变得有些着急。训练场

上，他借助老朋友内马尔的关系，主
动与新队友互动，甚至还帮着做起了
规劝姆巴佩留队的思想工作；赛场
上，他一扫上赛季后期的阴霾，在攻
防两端全力以赴，在场上配合尚不算
默契的情况下，用自己的方式帮助着
球队。欧冠小组赛与曼城一战的胜
利，便可视作是梅西送给球迷和俱乐
部高层的“见面礼”，不过在 34 岁的
年龄面前，阿根廷人也需要“悠着
点”。

“我们希望梅西能保持健康，以好

的状态出战更多关键的比赛，所以在
对他的使用上，也会特别注意。”波切
蒂诺的话，代表了俱乐部不少人的心
声，“他已经不是年轻球员了，比起那
些冰冷的数据，他更需要做一些预防
（伤病的）措施，以避免球队的战斗力
受损。”大巴黎上下都明白，比起急于
打破联赛进球荒，他们更需要一个能
够长期稳定出战，给对手后防带来威
胁的梅西，毕竟想在欧陆的绿茵场上
保持竞争力，就必须讲究“可持续发
展”。 据《新民晚报》陆玮鑫

心态有些急

新华社北京11月 1日电（记者王
梦）在冰岛雷克雅未克进行的 2021 英
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当地时间 10 月 31
日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代表中国LPL
赛区出战的 EDG 战队鏖战五局 3 比 2
淘汰GEN战队挺进决赛，再次刷新队
史最好成绩。

赛后，中单李汭燦（ID比 Scout）将
胜利归因于平稳的心态，队伍即使大
比分 1比 2落后也能够冷静地比赛，最
终战胜对手。

首局比赛，EDG 主动出击占据
优势，虽然中期 GEN 两度击杀“纳

什男爵”，但 EDG 灵活决策，“偷家”
成功，取得开门红。第二局比赛，
GEN 早早建立优势，毫无悬念地扳
平比分。

天王山之战，GEN 在前期取得较
大优势，但 EDG 在中期稳住局势，成
功拖到阵容强势期。几次团战之后，
胜利的天平逐渐向 EDG 倾斜。然而
38分钟，GEN在中路团战中抓住EDG
失误打赢团战，击碎了 EDG翻盘的希
望，率先获得赛点。

背水一战的 EDG重整旗鼓，凭借
阵容在前期的优势多次击杀对手，建

立起巨大的经济优势，成功将比赛拖
入决胜局。

重压之下，GEN 在决胜局开始失
误频出，EDG 取得梦幻开局。随后他
们稳扎稳打，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将
胜利收入囊中，队史首次进入全球总
决赛决赛。

EDG是四强中唯一的非韩国LCK
赛区队伍。在率先进行的另外一场半
决赛中，卫冕冠军 DK 战队 3 比 2 战胜

“三冠王”T1。来自中韩两个赛区的头
号种子将在 11月 6日的巅峰之战中一
较高下。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EDG挺进决赛 将与DK争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