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超
1月13日
23:00 切尔西 VS 莱斯特城
1月14日
01:30 热刺 VS 埃弗顿
21:30 伯恩茅斯 VS 阿森纳
1月15日
00:00 利物浦 VS 曼城
1月16日
04:00 曼联 VS 斯托克城
西甲
1月13日
23:15 皇马 VS 比利亚雷亚尔
1月14日
01:30 埃瓦尔 VS 马德里竞技
1月15日
03:45 皇家社会 VS 巴塞罗那
德甲
1月13日
22:30 斯图加特 VS 柏林赫塔
1月14日
01:30莱比锡 VS 沙尔克04
1月15日
01:00 多特蒙德 VS 沃尔夫斯堡

今日 19:35 2018 CBA全明星星锐赛 南北区星锐队VS清华、北大CUBA代表队

1月13日
08:00 魔术VS奇才
08:00 骑士VS步行者
08:00 爵士VS黄蜂
08:30 篮网VS老鹰
09:00 尼克斯VS森林狼
09:00 勇士VS雄鹿
09:00 开拓者VS鹈鹕
10:00 灰熊VS掘金
11:30 火箭VS太阳
1月14日
03:00 湖人VS独行侠
04:30 国王VS快船
06:00 雷霆VS黄蜂
08:00 篮网VS奇才
08:30 勇士VS猛龙
09:00 活塞VS公牛
09:30掘金VS马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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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近日连发两道
公告，明确重申了其按既定思路建设俱乐部、
坚定朝全华班目标迈进的立场。

1 月 9 日，第一份《公告》称：有关我俱乐
部“以严重超出中国足协设置的引援调节费
标准的费用，引进正在参加德国足球甲级联
赛的球员”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1月10日，第二份《公告》更进一步称：从
2017年开始，我俱乐部明确外援引进要与中
国足球水平相匹配的原则，坚决不花高价到
国外引进外援，坚决不搞外援的引援竞赛，把
工作重心转向青少年球员培养。我俱乐部将
继续坚定实施从恒大足校到俱乐部的青训

“ 一 条 龙 ”模 式 ，到
2020 年逐步实现“全
华班”的目标。

公告的意思很清
楚：外援不搞“超前配
置”，其水平、身价要
与中国足球水平相匹
配，拒绝天价引援，不
干“钱多人傻”的事；
外援引进不搞竞赛，
绝不玩竞价、竞拍的
游戏，绝不哄抬物价；
坚持战略定力，重点
培养青少年球员，夯

实从足校到俱乐部的青训“一条龙”体系，确
保实现恒大2020全华班的目标。
全华班目标，与恒大搞足球的初衷一脉相承

早在2010年刚刚入主广州足球时，许
家印就表示，自己搞足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
能够普及足球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促进中国
足球水平的提升。

2012 年 10 月 9 日，在恒大皇马足球学校
开学典礼上，许家印首次公开了“全华班”目
标设计——

恒大近期的目标是，通过引进世界顶级
教练团队、高水平外援、优秀内援，实施与国
际接轨的管理模式和从严管理、重奖重罚的

管理机制，打造中国最强俱乐部。
中期目标是通过外援带动带动本土球员

提升水平，尽可能用最少的外援、最多的内
援，使恒大在中超继续保持领先水平。

恒大的长远目标是要从青少年足球教育抓
起，从娃娃抓起。在未来8到10年内，将广州恒
大打造成为由清一色国内球员组成的队伍。

由此可见，许家印早在六年多前就已经
提出全华班目标，从恒大足球的三个阶段性
目标来看，全华班目标与恒大搞足球的初衷
一脉相承。

目标内涵不断充实，越来越清晰
在近、中期目标都顺利实现后，恒大足球

的发展路径自然是实现当初制定的远景规
划。而且，自2012年首次提出全华班设计后，
许家印不断丰富、完善了全华班的目标内涵。

2013 年 7 月 11 日，许家印在“恒大国脚
八项规定”传达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全华班，
希望“在未来的5到8年内，恒大足球俱乐部
能够实现全华班”。2017 年 2 月 13 日，许家
印在俱乐部管理会议上总结说，恒大足球实
现了第一阶段“打出成绩、树立品牌、作出贡
献、奠定基础”的目标，并提出恒大足球下一阶
段的目标是“打好成绩、建好梯队、实现2020年
全华班”，同时，“球队水平不能降低、比赛目标
不变”。

2017年3月9日，许家印在全国政协记者

会上表示：“中超联赛引进外援要跟中国足球
的水平相匹配，俱乐部不能搞外援的引援竞
赛，要把投资重心转向青少年培养，中国足球
才能长远发展。”

实现时间点，符合足球运动发展规律
为什么恒大要在 2020 年左右实现全华

班呢？
2017年7月10日，许家印在俱乐部管理会

议上对这一时间点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首先，
从恒大足校学校的成才周期来看，恒大足校从
2012年开始招生，到2020年，8年的时间，13岁
的已经21岁了。因此，从培养青少年的角度，
我们提出了（在2020年实现）全华班。”

可见，许家印的全华班，是以恒大足校为基
础。而恒大足校近年来在国内外比赛中拿到了
100多个冠军，这让许家印感到恒大“有底气、有
基础、有信心”在2020年实现全华班目标。

全华班的概念经历了六年多的内涵补
充，操作性越来越强。全华班绝不是一夜之
间弃用高水平的外援。“全华班不能脱离成
绩，我们的全华班到2020年年底或者是2021
年也不排除还有1到2名外援，甚至3到4名
外援。到时候要看恒大俱乐部在国内的水
平，还在不在前三名，这是基本的条件。”

事实上，2020年恒大全华班的目标定位，
就是恒大投身足球以来，对自身队伍建设乃至
俱乐部发展方向所做的一次最重磅的“官宣”。

恒大拒绝天价引援坚定朝全华班目标迈进

U23亚洲杯中国队小组赛赛程
1月15日 16：00 中国VS卡塔尔

新华社华盛顿1月11日电 NBA 常规赛 11
日进行了 4 场比赛的争夺，其中骑士在客场 99：
133惨败猛龙，湖人在主场93：81力克马刺，赢得
三连胜。

在骑士与猛龙的比赛中，首节领先6分的猛
龙在第二节突然爆发，单节净胜对手19分，从而
建立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在第三节，虽然骑士队
手感回暖，但猛龙攻势同样不减，将分差扩大至
28分，这也让比赛早早进入垃圾时间。猛龙在取
得一场大胜的同时也送给对手两连败。

本场比赛，尽管骑士队詹姆斯拿下全场最高
的26分，但骑士只有4人得分上双。反观猛龙，共
有7人得分超过两位数，其中范弗利特拿下22分。

当日湖人对战马刺的大部分时间里均保持
领先，在第二节一度将分差拉大至近20分。虽然

马刺几度迫近甚至反
超比分，但在第四节双
方战成 75：77 之后，湖
人连得 13 分以 90：75
奠定胜局，并最终以12
分的优势拿下比赛，取
得三连胜。

此役湖人队英格
拉姆拿下全场最高的
26 分，鲍尔打出 18 分
和 10 个篮板的两双表
现，马刺队阿尔德里奇
拿下20分。

另外两场比赛，凯
尔 特 人 客 场 114：103
轻取 76 人，快船 121：
115客胜国王。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欧足联 11 日公布
了2017年年度最佳阵容，皇家马德里成为最大
赢家，共有包括克·罗纳尔多（C罗）在内的5名
球员入选。

在2017年，皇家马德里赢得了西甲、欧冠等
多项锦标，除了C罗之外，皇马阵中的马塞洛、拉
莫斯、莫德里奇与克罗斯也纷纷上榜。作为
2017 年的欧冠亚军，意甲豪门尤文图斯也有两
人入选，分别是门将布冯与中卫基耶利尼。另外
四人分别是巴塞罗那的梅西，曼城的德布劳内、
切尔西的阿扎尔与巴黎圣日耳曼的阿尔维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2017年的金球奖得主，
这是C罗第12次入选欧足联年度最佳阵容。

骑士客场惨败猛龙骑士客场惨败猛龙

欧足联公布2017年度最佳阵容

皇马皇马55人入选人入选

本报综合消息 U23足球亚锦赛小
组赛第二轮12日在江苏常州打响，首轮
表现出色的韦世豪终场前长途奔袭远
射打中横梁，没能为中国队扳平比分，
主场作战的U23男足以0：1不敌乌兹别
克斯坦队。

但虽败犹荣的是，U23国足在早早
丢球的情况下，并没有自乱阵脚，在逆
风球中敢打敢拼，若不是临门一脚火候
欠缺，或许至少能拿到一分。

首轮 3：0 大胜阿曼队，中国队取得
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但乌兹别克斯坦各

个级别的国
字号球队都
是中国队的
老 对 手 ，实
力也更胜一
筹。

果 然 在
比赛开始后
仅仅第 14 分
钟 ，乌 兹 别
克斯坦队就
抓住一次中
国队禁区解
围不当率先
取 得 领 先 ，
但是瑕不掩
瑜 的 是 ，中
国队 U23 的
小 伙 子 们 ，
在踢逆风球

的情况下，并没有自乱阵脚，而是展现
出强烈的求胜欲望，尤其是下半场，比
赛的局面完全被中国队所掌控，就连央
视评论员都感叹这是一场中国队的进
攻演练，无论是杨立瑜的包抄打门，还
是韦世豪的长途奔袭后的劲射，都险些
洞穿对手大门。

虽然遗憾的是，中国队最终还是未
能在比赛终场哨声响起前扳平比分，但
是从比赛场面看，中国队的年轻小伙子
们还是能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敢
打敢拼的精气神儿，每一名球员都能为
胜利这个目标心往一处去，劲往一处
使，大胆进攻，渴望胜利，而不是像以往
那样想赢怕输，畏手畏脚。

中国队主帅马达洛尼说：“对手用
仅有的几脚射门就赢得了比赛，下半场
我们踢得很不错，有五六个比较好的机
会，但都没有转换为进球，比赛结果让
我感到非常遗憾。”

当然，在比赛中，年轻的中国 U23
国家队还是暴露出防守中存在的隐患，
两场比赛过后中国队需要的是好好总
结，正如央视嘉宾宫磊所言，虽然输球
了，但中国队的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的
手中，毕竟下轮对阵卡塔尔队的结果将
直接关系到中国 U23 国家队能否创造
历史小组出线。对于这样一支血气方
刚、充满自信的国家队来说，只有确保
出线、走的更远才是更有利于他们成
长，因此下轮对阵卡塔尔的比赛才是对
U23国家队的最大考验。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1月12日，U23
亚洲杯A组前2轮结束后，中国U23国足0：1
不敌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 1：0 小胜阿曼。
积分榜上卡塔尔连胜积 6 分领跑，乌兹别克
斯坦和中国同积3分，阿曼0分垫底。末轮对
决，中国只要战胜卡塔尔即可出线，无需等待
另一场比赛的结果。

A 组前 2 轮过后，卡塔尔 2 战全胜积 6
分，而且手握2 个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和
中国队都是1胜1负积3分，中国队拥有2个
净胜球，而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净胜球为零。
阿曼2战皆败积0分，而且净胜球为-4，濒临
出局。

1 月 15 日小组收官战中国对阵卡塔尔，
乌兹别克斯坦对阵阿曼，两场比赛同时开球。

一、中国队胜卡塔尔铁定晋级
中国队末轮战胜卡塔尔，与卡塔尔一样，

都拥有6 个积分。但中国队取胜后，净胜球
至少为3个，卡塔尔最多只有1个。

1.乌兹别克斯坦战胜阿曼
中国、卡塔尔和乌兹别克斯坦同积6分，

3队比较净胜球，中国队将力压卡塔尔，铁定
获得晋级资格。

2.乌兹别克斯坦平阿曼
中国队和卡塔尔同积6分，胜负关系、净

胜球，都是中国队占优，中国队将以小组头名
晋级。乌兹别克斯坦积4分，和积1分的阿曼
双双出局。

二、中国队平卡塔尔，晋级看别人脸色
中国队战平卡塔尔，只手握4个积分，卡

塔尔将以7分锁定小组头名出线。
1.乌兹别克斯坦胜阿曼
乌兹别克的积分将达到6分，中国队积4

分只能位列第3遗憾出局。
2.乌兹别克斯坦平阿曼
中国和乌兹别克同积 4 分，但因为相互

的胜负关系中国队处在下风，同样无法保证
出线。

3.乌兹别克斯坦负阿曼
卡塔尔7分头名晋级，中国队4分第2出

线，乌兹别克斯坦和阿曼同积3分出局。
三、中国队负卡塔尔，极端情况仍可出线
中国队输给卡塔尔之后，只有期待阿曼

战胜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中国、阿曼和乌兹别
克同积3分，比拼3队之间的净胜球决定哪支
球队搭上晋级的末班车。

在 3 队的小循环中，中国队净胜球为 2
个，乌兹别克斯坦为1个，而阿曼则是-3个。
末轮比赛，中国队如果以0：1小负给卡塔尔，
而阿曼只要不净胜乌兹别克斯坦 5 球以上，
中国队同样可以凭借相互之间的净胜球优势
晋级。

U23国足末轮赢卡塔尔必出线

韦世豪憾失绝平韦世豪憾失绝平 中国队不敌乌兹中国队不敌乌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