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 2003年末代甲 A以
后，上海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两支
球队共同领跑积分榜的情况。当
年的末代甲A因为牵扯到种种
不光彩往事，很多上海足球圈内
人士都不愿意过多谈及。现在申
花和上港两支球队同时占据联
赛积分榜榜首，尽管联赛刚刚打
到第三轮，但这对于过去长时间
处在低谷的上海足球来说也实
属不易。进入2015年，上海足球
正在逐渐崛起。

除了成绩的反弹，上海球市
也在强势复苏。联赛第一轮上港
与舜天的比赛吸引了 31625名
观众，这是上港这支球队中超三
年的上座率纪录；申花和申鑫的
德比大战观众人数达到 23128
名。或许受到联赛前两轮同时连
胜的刺激，上海体育场和虹口足
球场的上座率依然维持在很高
水准，上港和富力的比赛观众人
数为23039人，几个小时后，虹
口足球场上座率为22337人。上
海球市并没有因为两支球队同
一天比赛有任何影响。

已经有球迷和媒体在期待
申花和上港之间的德比大战了，
吉洛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就被
问到这个问题，“说实话我并不
记得比赛的具体日期，或许你们
各位都比我清楚。”法国人说的
未必不是实话，根据赛程安排，
两队之间的第一场德比将在今
年5月9日打响，不出意外，届
时刚刚创造球市纪录的上海体
育场，还会迎来更多的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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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赛前两轮过后，申花、上
港、恒大、辽足和北京五支球队
连赢两场。上周末联赛第三轮，3
月21日辽足客场和石家庄永昌1
比1握手言和。前天比赛更是爆
出两场冷门，杭州绿城在比赛最
后时刻绝杀国安，1比1的平局让
国安停下了赛季至今亚冠中超
全胜的脚步。本轮最晚进行的一
场比赛中，卫冕冠军恒大在主场
迎战克星长春亚泰，上赛季双杀
恒大的亚泰率先取得进球，最终
也拿到一场1比1的平局。

只有上港和申花两支球队
延续着强势的表现，前天下午上
港在主场迎战主帅埃里克森的
老东家富力，上半场36分钟，“于
半亿”复制了联赛揭幕战打进舜
天的那个进球；下半场海森反击

中用一记精准的远射将比分扩
大为2比0，客队前锋哈默德扳回
一球，最终上港2比1取得三连
胜；晚上的虹口足球场，申花左
后卫柏佳骏下半场在禁区内突
破多名球员防守后低射打进全
场唯一进球，1比0战胜天津泰达
后，同样取得三连胜的申花凭借
净胜球优势排名联赛榜首。
“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段会表

现得不太好，但是，我们3场拿到
9分，很开心。”连续三场比赛后，
上港主帅埃里克森都承认球队
在某一个阶段表现并不尽如人
意，好在对于上港来说，3分的结
果才是实打实的。接下来两周联
赛将因为国家队比赛日停战，这
对于急需磨合的上港来说还是
好事，“在未来的比赛，球队会表

现更好。”瑞典老头在新闻发布会
厅外和广州、上海两地记者合影
留念，看上去心情极好。

相比之下，申花主帅吉洛就
在为联赛的间歇期烦恼，“我们现
在的状态很好，但联赛要停了，这
有点遗憾。”法国人对于本场比赛
的结果略显遗憾，“如果把握机会
能力好一点的话，我们有机会打
进三个甚至四个进球。”但对于三
连胜的结果，吉洛予以认可，“不
可能每场都大胜，说实话客场能
够1比0赢下富力就是一个很完
美的结果。对于我们来说三连胜
是一种激励，球员收获了自信，
他们每一场比赛的拼搏精神都
值得赞赏。联赛很漫长，我们也会
输球，但需要坚定信心，不要怀疑
自己。”

权威足球
媒体 《法国足
球》 近日公布
2014年足坛主
教练收入榜单。
穆里尼奥成为
当今足坛最吸
金的主帅，年收
入高达 1800万
欧元。安切洛
蒂、瓜迪奥拉、
温格、范加尔、
卡佩罗等名帅
均 进 入 前 10
名。

本版电话!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22A 编辑 金志霖 版式 杨维娜 校对 春申竞技场 综合·
上海足球正在逐渐崛起，球市也在强势复苏

12年一个轮回！上海双雄领跑中超

12年，一个轮回，2003年末代甲 A上海双雄争冠的场景已经渐渐远离了我们
的记忆，经历了长时间低谷蛰伏后，2015年上海申花和上海上港两支球队有了重
新崛起的势头，联赛前三轮战罢，申花和上港是积分榜上仅有的两支全胜的球队。

国足前瞻

迈出足改第一步
哪些新人能涌现

新周期的“新”意在国足本期名单上也得
到了体现。国足这期名单公布时，蒿俊闵的落
选引发了舆论热议，也形成了不同观点的解
释。这首先即表明“国脚”这个身份在中国足
球重新提升关注度的氛围下已越发醒目，球
迷舆论对于国脚资格与表现的审视力度也在
加大，这对于国足理应增添激励与鞭策的效
果。那么在本次热身赛阶段，能否涌现出佩兰
所期待的“新亮点”球员呢？因“态度问题”无
缘亚洲杯名单的冯潇霆如今重返国足，他的
表现尤其会引起重点关注。 新浪体育

北京时间 3月 27日与 31日，中国国
家男足将同海地与突尼斯队进行两场热身
赛。经历亚洲杯小组赛阶段的振奋表现后，
将投入“世界杯预选赛新周期”的国足承担
起了国人的更多期待，这两场热身赛佩兰将
进行新一番的人员考察，积极争胜对于国足
有着现实意义。

3月27日晚19时30分，国足将在长沙迎
战现世界排名第77位的海地；3月31日晚19
时35分，国足将在南京迎战现世界排名第25
位的突尼斯。海地与突尼斯是国际足坛稍感
陌生的球队，这两支球队的世界排名却很醒
目———中国队当前的世界排名是第83位，海
地与突尼斯的排名均在国足之上，突尼斯第
25位的排名更显“高高在上”。显然，这两场
热身赛的意义首先就是从“排名”来体现。
在今年1月的亚洲杯上，国足以3胜1负的

战绩形成了积极抢分———在大幅提升世界排
名的同时，最显效果的是从亚洲区前8名之外
一举提升到第7位。4月时亚足联将进行2018
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支球队的第一阶段小
组赛分组抽签，亚洲前8的球队将成为“种子
队”。凭借亚洲杯上小组赛3连胜的醒目抢分
成果，国足在理论上已是提前锁定了“亚预赛
种子队”身份，当前国足要做的就是在正式确
定种子队身份之前的最后一个国际足球比赛
周中巩固自己的亚洲区排名。

所以国足在这两场热身赛中选择了世
界排名均高于自己的对手（根据排名积分计
算办法!对手排名越高!国足可能拿到的积

分也就越多）。所以佩兰针对这两场热身赛
对国足提出了明确要求———要取得全胜！

客观地说，不论国足在这两场热身赛中
取得何种战果，亚洲区预选赛种子队的身份
都不大可能再出现闪失。但这也就更突显了
国足积极争胜的其他意义，甚至可以说是
“最大意义”———亚洲杯上国足的连胜表现
极大地提振了国人心气儿，在中国足球方方
面面都谋求进步的氛围下形成了积极助推，
中国政府新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
方案》更是给出了纲领性措施，作为表率性
的“中国足球国家队”，国足就更应该以身作
则、积极延续奋进姿态。
“新时期”的概念也不仅体现于中国足

球所谋求的进步，就随着亚洲杯结束，世预
赛的新周期已经拉开。从“开门红”的传统需
求看，国足这两场热身赛就是有着承前启后
的意义，要积极为新周期而争取开门红。

足坛主帅年度收入榜

穆帅1800万列第一
中超埃里克森进前十

继续“抢分”
国足目标取全胜

世预赛新周期
国足需持续进步

佩兰期盼新锐
冯潇霆引关注

穆里尼奥"切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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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2014年穆里尼奥的年收入为
1800万欧元，折合1320万英镑。在切
尔西，穆帅的年薪是1000万英镑，还
有320万英镑是代言BT体育、捷豹汽
车、阿玛尼等品牌收入。

安切洛蒂"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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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安切洛蒂2014年的年收入为1550
万欧元，排在全世界主教练的第2位。

瓜迪奥拉%拜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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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拜仁的瓜迪奥拉，去年一共挣得
1520万欧元，其中1200万欧元为固
定年薪。

温格"阿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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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阿森纳主帅温格，2014年总收入
为1130万欧元。

范加尔"曼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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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曼联主帅范加尔，
2014年总收入达到1000万
欧元。来自英超3家豪门的
主帅，都跻身主帅吸金榜
前5名。

卡佩罗"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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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执教俄罗斯国家队的
意大利名帅卡佩罗，去年
年收入为900万欧元，这是
所有国家队主帅中收入最
高的。

博阿斯"泽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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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执教俄超球队圣彼得
堡泽尼特队的博阿斯，
2014年拿到850万欧元，这
其中大部分是切尔西、热
刺等俱乐部与其解约而支
付的违约金。

埃里克森"上海上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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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这个赛季，在中超转会市场一
掷千金的上海上港从富力挖来了瑞
典老帅埃里克森。埃帅2014年收入
高达800万欧元，排在全世界主教练
第8位。

克洛普"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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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多特的主帅克洛普2014年收入
720万欧元。上个赛季，多特战绩优
异，在德甲积分榜紧随拜仁，克洛普
也在去年夏天成为转会市场的红人。

布兰克"巴黎$

莫耶斯"皇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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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欧元

布兰克去年进账700万欧元,与
莫耶斯并列第10位。莫耶斯2014年
的收入高达700万欧元。其中，只有
200万是皇家社会支付的工资，其余
500万则是当年曼联解雇莫耶斯所
支付的高昂违约金。 搜狐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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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5月9日
“上海德比”

申花凭净胜球优势列第一

申花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联赛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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