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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港赢球仍遭淘汰无缘八强
本报综合消息 3 胜 5 平，这是恒大本赛季亚
冠迄今为止的成绩；然而，一切却已经画上了句
号。
天河体育场，一场 2 比 2 的平局让恒大亚冠
不败的成绩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卡纳瓦罗的球队
因为客场进球数少被天津权健淘汰。这也是恒
大连续两年亚冠输给中超球队。
社交媒体上一片哀叹之声，有人写道，
“王朝
总有背影的一天，好了，当退潮的时候看看天体
能坐多少球迷。”
恒大显然赛前就已经意识到了危局，亚冠淘
汰赛部分球票以买一送一的方式出售。这样的
行为，在 2013 年和 2015 年很难想象。
王朝真的结束了吗？或许，本赛季中超结束
后，
答案就会揭晓。
为何连续两年输给中超球队？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5 月 16 日
20 点，2018 年亚冠联赛 1/8 决赛第二回
合，上海上港队主场 2：1 战胜鹿岛鹿角
队，两回合总比分 3：4 负于对手无缘八
强。第 7 分钟，胡尔克利用任意球机会
扫射破门。第 42 分钟，土居圣真将比分
扳平。第 80 分钟，胡尔克主罚点球破门
再次反超比分。
尽 管 上 港 队 主 场 2：1 获 胜 ，无 奈
还 是 未 能 完 成 翻 盘 ，总 比 分 3：4 不 敌
鹿岛鹿角，未能连续第三年晋级亚冠
八强。
本场比赛，胡尔克终于伤愈复出，
上下半场各进一球梅开二度。可惜，他

的两个进球还是没能帮助上港队翻盘。
去年，鹿岛鹿角队被恒大队挡在八
强门外；本赛季，鹿岛鹿角队两回合 4：3
淘汰上港队，
首次晋级亚冠八强。
随着上港遭鹿岛淘汰，亚冠本赛季
的 8 强球队全部产生，东亚区韩国 2 队晋
级，分别是全北和水原，权健成为中超
独苗，而日本球队的独苗鹿岛得以继续
前进。西亚区，伊朗双雄波斯波利斯以
及德黑兰独立，卡塔尔 2 强阿尔杜海勒
和阿尔萨德晋级。
8 强战的对阵抽签将于 5 月 23 日在
亚足联总部吉隆坡举行，东西亚区球队
决赛之前仍然不会碰面。

国足热身赛对手由约旦变缅甸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岳东
兴 公兵）中国足协 16 日宣布，中国男足
本月 26 日将与缅甸国家队在南京市江
宁体育中心进行一场友谊赛。据了解，
其实为国足最早敲定的对手是约旦队，
但是就在 6 天前，
约旦方面突然告知中国
足协，
表明5月26日不是国际足联比赛日，
俱乐部不好放人，
因此单方面取消比赛。
虽然缅甸队在国际足联排名仅为
135 位，也没有打进 2019 年亚洲杯，但不

能忘了在 2014 年中日韩三队无缘亚青
赛四强的背景下，缅甸男足却爆冷杀入
四强，从而获得了进军 2015 年世青赛的
机会，这反映了该国足球的进步。而现
在缅甸那批国青队员也在逐渐成长起
来，所以该场比赛对于正在进行新老交
替的中国男足而言，
同样具有热身价值。
在 26 日的比赛后，中国队将启程奔
赴泰国，在 6 月 2 日与泰国队进行另一场
友谊赛。

德国足协与勒夫续约至 2022 年
新华社柏林 5 月 15 日电 德国足协
15 日宣布，与男足国家队主教练勒夫续
约两年，这意味着后者将率领德国队征
战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届时他执教德

国队将达 16 年。
同时，德国足协与国家队助教施奈
德和守门员教练科普克续约至 2022 年，
与领队比埃尔霍夫续约至 2024 年。

马拉多纳出任白俄罗斯俱乐部主席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 5 月 15 日
电 阿根廷“球王”迭戈·马拉多纳 15 日宣
布，他将出任白俄罗斯俱乐部布雷斯特
迪纳摩俱乐部的主席一职。
马拉多纳上一份工作是阿联酋乙级
球队富查伊拉俱乐部的主教练，不过由

于他没能带领球队升入甲级，因此没能
延续与球队的合同。
布雷斯特迪纳摩俱乐部也证实，他
们与马拉多纳签署了一份为期 3 年的合
同，马拉多纳将于俄罗斯世界杯后走马
上任。

中国女排完胜比利时

拍卖公告

并没有给中国女排带来太多挑
战，最终中国女排以 25：14、25：20
13 直落三局轻松获胜，取得
今日 19:30 中国 VS 韩国 CCTV5 和 25：
两连胜。在当日另一场比赛中，
新华社宁波 5 月 16 日电（记者夏亮 韩国队和多米尼加苦战五局，最终韩国
张寒）2018 世界排球联赛宁波北仑站 16 队以 3：2 艰难胜出，名将金软景拿到 29
日进入到第二比赛日的争夺，比利时队 分。下场比赛，
中国女排将对阵韩国队。

据记者了解，卡帅和恒大签约五年的年薪约
为 1200 万欧元，恒大为了得到卡帅拿出了很高
诚意。
现在恒大还有中超冠军可以争夺，如果此时
与卡纳瓦罗解约，按照惯例恒大要支付一笔巨额
违约金，这和当初让卡纳瓦罗下课的代价完全是
天壤之别。
对于卡纳瓦罗来说，联赛冠军将成为他的救
命稻草，一旦无法拿到八连冠，恒大结束合同的
代价会小很多。
这和当初莫耶斯接手曼联的情况有点像，一
样是五年合同，曼联董事会的底线是欧冠资格，
踏破底线后曼联只需要赔一年年薪就可以让遴
选之子走人，
否则至少赔两年年薪。
结果还没等到赛季结束，
在莫耶斯理论上拿不
到下赛季欧冠资格后，
曼联立即选择让其下课……

联赛冠军，
恒大能守住吗？
从 2011 赛季以升班马的身份夺取联赛冠军
开始，恒大在中超碾压式的优势，大约持续到了
那么，卡纳瓦罗，能够抓住联赛这根救命稻
上赛季。
草吗？
在亚洲，恒大同样是最具统治力的球队之
看看阵容，恒大现在还在依靠郑智、曾诚、冯
一；联赛七连冠，两个亚冠冠军，交出了一张几乎 潇霆、郜林、黄博文、张琳芃等球员，5 年前是这批
完美的成绩单。
人建立起了王朝。
恒大王朝的建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恒大在
现在，就连卡纳瓦罗自己也说，
“我们现在缺
中国足球最低谷的年代“抄底”成功，用当时看似 少对胜利的饥饿感，我决定从权健重新回到恒大
天价，现在其实是白菜价的投入，聚集了中国足 之前，我也知道会有这些困难，我也有这些思想
坛最优秀的 80 后球员。
准备。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更加努力地
在外援方面，恒大虽偶有失误，但总体来说 工作。”
从孔卡、穆里奇到保利尼奥、高拉特，都属于中超
或许，恒大需要一些鲶鱼效应。现在，很难
当时最优秀的球员。
指望能够买到足以改变球队实力的本土球员了，
恒大上赛季亚冠和足协杯被上港接连淘汰， 唯一的变数应该是外援了。
很重要的因素就
冬窗卡纳瓦
是保利尼奥离队
罗明确提到了纳
王朝总有背影
后，恒大外援的水
英戈兰和奥巴梅
准比起上港有明
扬这两位世界级
显差距。
球 员 ，如 果 恒 大
本赛季初恒
能够成功引援，
大又没有补强外援，古德利对于恒大来说只是聊 何至于现在赛季未过半就双线失守。
胜于无，单纯就外援水准来说，上赛季大修后的
“在踢完联赛间歇期前最后一场比赛后，我
金英权不如权敬源，维特塞尔明显压倒古德利， 会和集团董事会开会商量这个问题。”卡帅说。
帕托和莫德斯特这对五大联赛组合，也要略胜于
本赛季恒大、上港、鲁能、国安和苏宁五支球
高拉特和阿兰的巴西双星。
队齐头并进，大有混战联赛冠军的意思。从目前
在全局方面，恒大自 2011 赛季第一年征战 情况来看，恒大至少需要补强中场和中锋两个外
开始，投入就高达 5 亿元，同期竞争对手中最高 援，
否则丢失联赛八连冠将是大概率事件。
预算，也很难达到 2 亿元。2013 赛季恒大登顶亚
全华班，
还要继续吗？
冠，据统计投入近 12 亿，这几乎是其他 15 支球队
的全部投入。
如果为了冠军吃进大牌外援，这或许又和恒
那时的亚洲足坛，
根本无法和恒大竞争。
大全华班的目标有所违背。
这一切从 2016 赛季悄然改变，孙可夏窗以
全华班这个概念，最近几年时间许家印在不
6600 万元天价转会权健，越来越多中超球队的投 同场合多次提及，恒大之所以选择卡纳瓦罗，也
入已经赶超恒大，最近几年，恒大每年投入都近 和其上赛季带领权健时对于年轻人的使用有很
20 亿元，
但中超投入超 20 亿的俱乐部并不少见。 大关系，
许家印希望能在 2020 年实现全华班。
仅从投入角度来说，非但压倒性优势不复存
从目前恒大本土球员储备来看，精英阶层是
在，领先地位都已经没有了。输球，其实只是正 80 后球员，这批球员中不少人会在 2020 年逐渐
常的结果。
淡出，因此恒大从上赛季开始就布局收购年轻
卡纳瓦罗也说，
“ 我们在中超以及亚冠的对 人。
手实力都在提升，比如你可以看看今天权健队四
徐新、胡睿宝、邓涵文、唐诗、杨立瑜、冯博轩
个外援的实力有多强。”
等球员先后加盟球队，极大补充了球队后备力
量。不过和郑智、冯潇霆、张琳芃等同年龄段精
卡纳瓦罗会下课吗？
英球员相比，恒大现在 90 后球员的水平，并没有
算上这场平局，恒大已连续 5 场比赛不胜 太大优势。
（足协杯 2：2 贵州恒丰；中超 0：3 大连一方；亚冠
同年龄段中鲁能、权健和上港的球员实力在
0：0 权健；中超 2：2 华夏；亚冠 2：2 权健），创下队 全国范围内领先。对于恒大来说，现在也不可能
史最长连续不胜纪录。
花高价买到真正的顶级国内球员。
“二进宫”的卡纳瓦罗，会像上一次一样带队
从目前中超和亚冠的环境来看，中国球队的
半年就下课吗？
核心竞争力，还在于外援。一旦恒大实施全华
在卡帅上任发布会上，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 班，
必然将承受成绩大幅下滑的风险。
印说，本赛季恒大的目标是中超八连冠，亚冠第
拿惯冠军的恒大，能否适应？
三冠。不过在这场亚冠赛后发布会上，卡纳瓦罗
好在，许家印全华班战略的前提是球队有前
却说：
“我重新回到恒大时，集团领导没有要求我 三名的实力，换句话说，如果条件不成熟，全华班
必须夺冠，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那样，所以我 可以暂缓。
要继续努力工作。”
当然，以恒大言出必行的风格来看，未来全
卡纳瓦罗当初在手握其他中超球队邀约情 华班最可能的形式是国内球员基础上配备两名
况下选择吃回头草，恒大给出的合同是一个很重 可以大幅提升球队实力的外援，在部分场次派上
要因素。
全部本土球员出场。

受委托，我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1 续，未成交者如数退还（不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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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疑问直击广州恒大

西宁市广播电视台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公告
根据我台实际工作需要，现拟以聘用（编外）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30
名，
详情请登录西宁网络电视台（www.xntv.tv）查询。
咨询电话：
0971-8248156
西宁市广播电视台
2018 年 5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