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申花败走河南郑州
之后!#$日沪上媒体出现申花
高层的声音" 我们从来没有确
认阿内尔卡是主教练! 他仅仅
只是教练组成员之一! 申花将
在近期寻找适合球队的新主教
练#而就在同一天!申花投资人
朱骏也向媒体透露! 自己对阿
内尔卡变换阵容相当不满$ 而
事情到了%!日! 申花已经和前
阿根廷代理主帅巴蒂斯塔达成
了执教协议$

%$日深夜! 阿内尔卡在外
滩约见上海的记者! 大肆 %吐
槽&后向申花俱乐部正式逼宫"

要不按照我的要求来# 要不我
就将选择直接退役! 大家一拍
两散$

阿内尔卡表示自己就是申

花实际上的主教练! 做两份工
作只拿一份工资! 为了带好球
队鞠躬尽瘁! 从郑州回到上海
后甚至只睡了!个小时!但即便
是这样! 他依旧感觉到申花不
信任他! 相互间的足球理念不
相同!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使
得自己非常不舒服$ 阿内尔卡
吐槽说"%在申花我努力的工
作! 但无论作为前锋还是作为
教练!我都非常累'在场上比赛
没有人给我传球! 我只能回到
中场来组织串联! 我也想当个
纯粹的前锋! 但是在申花我做
不到!因为没有好的中场组织!

谁顶在前面也没有用' 作为教
练! 我和我的教练团队鞠躬尽
瘁! 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如何带
队取得比赛胜利! 但老实说我

们收效甚微! 眼下的这支申花
队不是想要夺冠的问题! 而是
应该考虑怎么努力去保级$ &

阿内尔卡认为自己问心无
愧! 他在世界各地都获得了成
功! 绝对不想最后在上海走了
麦城$ %我心力交瘁!但得不到
俱乐部在人员引进上的支持#

还有有不断在我身后搞些小动
作#对此我已经忍受够了!如果
接下来的几周还是维持这样的
情况! 那么我就会考虑直接退
役!结束自己的足球生涯' &阿
内尔卡措辞严厉!%俱乐部要不
按照我的要求来# 要不我就选
择退出' 我还没有跟申花投资
人说这些! 接下来我会选择合
适的时候!跟他交流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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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爆料!德罗巴
已经基本确定要奔赴上海申
花了$

英国(每日邮报)以(独家"

德罗巴将离开切尔西在欧冠后
将与中国绑定)为题!对此事进
行报道$ 文中称"德罗巴几乎可
以肯定!欧冠决赛中为切尔西踢
进的最后一粒点球是他蓝军生
涯的最后一次触球了$之后他将
奔赴前队友阿内尔卡现在的球
队上海申花$而申花方面也为他
提供了一份周薪%&万英镑的合
同$ 切尔西也预测!德罗巴即将

确认他转会申花的决定$

根据申花方面的消息!申
花确实正在与德罗巴谈判!双
方计划在欧冠决赛之后谈判$

而在此期间! 申花投资人朱骏
也和德罗巴有过视频对话等形
式的沟通$ 即便在德罗巴为切
尔西拿下欧冠之后! 虽然谈判
难度增大! 但申花内部还是表
态一切顺利$ 临近中超二次转
会! 如果德罗巴与申花方面真
正谈拢! 那么宣布也只是时间
问题$

此前切尔西与德罗巴的分

歧主要还是在合同年限方面$

德罗巴希望切尔西提供两年的
合同! 而切尔西坚持只提供一
年! 这也让魔兽有了离开的念
头$ 目前切尔西方面仍然在和
德罗巴的经纪人谈判! 切尔西
主席巴克表示"%我们都非常热
爱德罗巴!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
的球员! 但是我们也得权衡切
尔西和德罗巴两边的利益$ &

近日还有消息称恒大新人
主帅里皮也相中了德罗巴!不
过从目前情况看! 申花对于德
罗巴是势在必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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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上海申花的下一任主
帅人选浮出水面$ 曾经率领阿根
廷国奥队夺得%$$(年北京奥运会
冠军的巴蒂斯塔! 目前无限接近
申花帅位$ 如果一切顺利!双方将
在%)日夜完成一份半年加两年执
教合同的签约$ 巴蒂斯塔将率领
%$$(奥运夺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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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练团队火速飞抵上海!正
式接手申花$

%!日上午! 有沪媒报道了申
花方面正在积极选帅的消息! 报
道指出" %申花高层向记者确认!

俱乐部已经开始了新主帅的物色

工作! 并且也有了一张初步的候
选名单! 而这些候选人! 也不再
拘泥于法国范围! 包括一位来自
欧洲某足球强国* &$多岁的前五
大联赛主帅在内的几名候选人$&

截止到目前! 记者连线了多
位申花高层!最终得到的消息是"

%如果不出意外!我们%!日夜里会
和巴蒂斯塔完成签约工作$ &据
悉!近期双方在反复磋商之后!在
诸多细节方面! 已经基本达成了
共识$ 申花高层透露"%我们给巴
蒂斯塔的执教合同是一份半年加
两年的合同! 他会把除守门员教

练之外的%$$(年阿根廷国奥队的
助教团队全部带过来! 如果没有
意外发生!那么!%!日夜我们将完
成签约$ &

塞尔吉奥+巴蒂斯塔是阿根
廷足球史上! 一代传奇巨星$ 曾
经是阿根廷国家队夺得!"(*年墨
西哥世界杯冠军时的主力队员$

在他的足球执教史上! 也是功勋
显赫$ %+$(年率领阿根廷国奥队
在北京完成卫冕梦想$ %$!$年,

月%(日! 巴蒂斯塔接替带队成绩
不佳的马拉多纳成为阿根廷临时
主教练! %$))年,月宣告下课$

据悉! 若申花与巴蒂斯塔此
次成功牵手! 也并非偶然$ 申花
投资人朱骏早在北京奥运之后!

就曾向他发出过执教申花的邀
请! 只是前几年! 因为巴蒂斯塔
执教阿根廷国家队等原因! 与申
花擦肩而过$ 而此番申花也是在
多名候选主帅中敲定巴蒂斯塔!

而巴蒂斯塔方面也是在面临几个
选择的情况下! 被申花多年诚意
打动$ 申花与巴蒂斯塔一旦完成
签约! 那么! 巴蒂斯塔将成为申
花史上第十三任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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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日凌晨!本赛季的意
大利杯决赛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进
行$ 意甲新科冠军尤文图斯+"%不敌
那不勒斯!痛失双冠王$ 这也是本赛
季尤文图斯输掉的第二场比赛!他们
在联赛中以不败战绩夺冠!两场失利
都发生在意大利杯的比赛中$

比赛的僵局直到下半场才被打
破!第*%分钟!那不勒斯前锋卡瓦尼
头球蹭入禁区! 拉维奇前点拿球被
对方球员扑倒! 卡瓦尼操刀右脚推
射入右下角$ 第(%分钟!那不勒斯锁
定胜局!潘德夫中路反击分球!哈姆
西克禁区右侧反越位距门))米处推
射入远角$

本赛季结束后就将告别尤文图
斯的%斑马王子&皮耶罗首发出场!

在第*(分钟被换下! 完成了自己的
告别演出$ %是有些遗憾!因为输掉
决赛总会留下苦涩的味道! 但是我
们必须要向前看$ & 皮耶罗对于没
有能够用一个冠军和斑马军团说再
见感到闷闷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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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队员的丰富经验和稳定发挥!马刺
队%+日以)+%"""战胜快船队!总比分
/"+率先晋级0-1西部决赛$至此!马
刺队本赛季已取得)(连胜!刷新了自
己在%++/年创造的),连胜纪录$

在主教练波波维奇带领下!马刺
队老当益壮! 季后赛一路所向披靡!

未尝败绩$尽管快船队当家球星保罗
终于找回状态!全队使出了浑身解数
希望挽回点面子!但无功而返$

两队在上半时几乎打成平手!快
船队在首节先打出,"+! 马刺随即回
敬)/"+!第二节赛况更加胶着!但马
刺仍稍占优势! 并以&)"/,领先结束
上半时$

战况在第三节发生变化!保罗开
始发威!他先命中一粒三分球!帮快船
把比分扳成&)平! 之后又命中三次跳
投$ 格里芬则跳投*灌篮*罚球三管齐
下!砍下)%分$马刺队命中率下降还出
现几次失误!被快船队,&",/反超$

末节!快船队乘胜追击!布莱德
索手感滚烫!)分钟内连中三球得到,

分!快船以"+"(&领先&分$ 但马刺并
未慌了手脚!格林命中三分球!邓肯*

吉诺比利*帕克也各有所得!时间仅
剩)分/,秒时! 马刺队)++"",再次取
得领先$终场前&%秒!邓肯犯规!保罗
罚球将比分追至""")++$但保罗随后
失误并犯规!格林%罚)中$结束前.2"

秒!保罗跳投未中!而帕克罚球再得)

分!马刺队终以.分优势获胜$

马刺队*人得分上双!邓肯老而弥
坚!贡献%)分*"个篮板$

快船队保罗本场终于一扫低迷!

贡献%.分*))次助攻和*个篮板!格里
芬继续前三场的优异表现! 拿下%)

分*&个篮板!但两人的努力未能改变
球队输球的命运$板凳队员布雷德索
拿到),分!其中))分是在末节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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