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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力4:1大胜人和，终结五轮不胜

越秀山又见“漂亮足球”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邹 甜 ） 经历五轮

不胜之后， 昨晚广州富力在闷热的天气
中可谓是
“久旱逢甘露”。 面对升班马北
京人和，广州富力陈志钊、雷纳迪尼奥、
扎哈维及卢琳分别破门， 最终在主场以
4:1大胜对手。
主帅斯托伊科维奇结束了为期三轮
的禁赛期，正式解禁复出，赛前他带着妻
子、儿女、女婿甚至外孙女一同走上看台
观战。 除了主帅的家人， 昨晚富力集团
“
大家长”张力也在现场督战。
昨晚的中超正式实行特殊的U23政
策，富力队员黄政宇入选了亚运集训队，
因此富力本轮可以少上一名U23球员。
而全场比赛， 富力只需要U23球员上场
二人次。
上半场第13分钟，富力右路失守，朱
宝杰左路送出挑传， 穆坎乔在右路单刀
破门。 尽管一球落后，但广州富力在接下
来的比赛以高效的控球， 再次打出他们
引以为豪的“漂亮足球”、陈志钊在得到
雷纳迪尼奥的横传后远射破门， 第30分
钟，雷纳迪尼奥又得到张晨龙的妙传后，
突入禁区推射破门，上半场比赛，富力就
实现了比分上的逆转。 易边再战，扎哈维
与陈志钊通过一个二过一的配合后，
“扎
球王”又轻松将球送入网内，终场前替补
上场的卢琳接到雷纳迪尼奥的挑传凌空
破门，最终富力以4:1大胜人和，拿到了
久违的3分。
本场比赛是雷纳迪尼奥伤愈复出后
发挥得最好的一役， 他在比赛中贡献两
传一射。 扎哈维进球后，中超半程已经打
进12球， 进一步缩小与射手榜榜首武磊
的进球数差距，二人目前只有1球之差。
富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赛后表示，
“四个进
这又是一场“美丽足球”的胜利，
球来自不同球员， 这才是我们富力队的
特点，每个人都参与进攻与防守，这是团
队的力量、团队的胜利。 ”

扎哈维在射手榜上紧追武磊。

大胜为广州德比
建立信心
以22分结束了联赛的前半程，
富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对此成绩感
到满意。 本周日，广州富力将主场迎
战同城球队广州恒大， 富力球队上
下都认为， 大胜人和为球队建立了
信心，对战恒大更要放平心态。
昨晚张力离开越秀山前与斯托
伊科维奇有过一番交谈。 张力说：
“
我们在联赛中好久没赢过球了，我
跟教练讲，一定要赢多几场球，希望
队员拿出富力精神出来， 今后的比
赛越打越好。 ”对于即将进行的德比
“
恒大肯定比我们强
战， 他还表示，
很多，但我们绝对不会示弱，希望我
们能用集体拼博精神赢得比赛。 ”
近期富力积极轮换以应对密集
赛程， 而本轮再吃到黄牌的唐淼下
一轮战恒大将停赛， 斯帅表示仍有
足够时间去考虑谁来担任右边路防
守球员。 本场替补上场并有出色发

卢琳替补上场取得进球。
本组 摄 影 陆明 杰

挥的卢琳表示，
“
自己坐在替补席的
时候， 看见队友在场上拼博还是不
习惯，但赛程如此密集，我们一定要
接受和理解教练的安排。 ”
昨晚赛后， 富力球员谈及德比
时都显得很低调。 陈志钊表示，
“
一
直以来，我们对球队充满自信，我们
的打法是正确的， 今晚的比赛印证
这一点。 ”雷纳迪尼奥则表示，
“
不确
定下一场能不能进球， 希望帮助球
队取胜，这一点更重要。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开启四连客之旅

恒大喜逢“送分童子”？
2战9球且都能零封对手的广州恒
大， 今晚将迎来连续4个客场之旅的
首站，在天津对阵泰达。 过往泰达是
恒大的“送分童子”，恒大期待间歇期
后的连胜步伐得以延续。
2011赛季以来， 恒大与泰达在超
级杯、中超、足协杯赛事中的16场 较
量，取得13胜2平1负的成绩。恒大间歇
期回来后连续取得4：0和5：0的两场大
胜，不过他们今年上半年客场发挥不
好，除了赛季的首个客场1：0击败权健
外，随后4个客战不胜，主教练也都意
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尽快扭转客

战不利的局面。
从实力对比以及过往交手战绩来
看，泰达无法对恒大形成威胁，恒大全
取3分是大概率事件。塔利斯卡2战5球，
加上保利尼奥状态依旧火爆， 恒大也
期待在天津止住本赛季客场成绩不佳
的颓势，为接下来的广州德比助威。
另外 ， 中 国 足协 近 日 临 时 启 用
U23新政策。 本周国奥正式集结准备
参加九月份的亚运会， 恒大队中的3
名U23球员邓涵文、唐诗、胡睿宝都将
抽调到国奥队去， 预计他们将缺席7
轮联赛。

对此， 足协给予被抽调U23球员
的俱乐 部 享 有特 殊 政 策 —按
—— 照恒
大被征调3人来计算，未来7轮比赛卡
纳瓦罗只需派出1名U23球员首发以
及1名U23球员替补出场，这也就意味
着可以使用三外援打满全场的同时，
还有两个换人名额提供给非U23球员
使用，多多少少可以增加球队临场调
度的灵活性。
邓涵 文 几 乎是 恒 大 目 前 铁 打 的
主力U23位置，他到国奥队报到后，很
可能由杨立瑜或冯博轩来顶替。
信息 时报 记者 白 云

羽毛球世锦赛

石宇奇林丹将演德比
信 息 时 报 讯 （记 者 邓 菲 菲 ） 昨天，
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南京展开第三比
赛日的争夺， 国羽男单军团仅黄宇翔一
人出局，谌龙、石宇奇和林丹均顺利晋级
16强， 同日出战的两名中国女单小花亦
双双取胜， 陈雨菲淘汰印尼选手图恩君
格，陈晓欣则战胜了中国香港的张雁宜。
单打第三轮国羽将有两场“德比战”：男
单石宇奇林丹新老对决， 女单陈雨菲陈
晓欣同室操戈。
中国男单三虎谌龙、 石宇奇和林丹
继续稳定的发挥。 谌龙以21:16、21:11直
落两局战胜泰国选手科希特·佩尔帕达
布， 将与日本选手西本拳太争夺一个八
强的席位；石宇奇以21:18、21:9轻取英格
兰选手欧塞夫， 林丹则以21:17、21:14直
落两局战胜印度选手维尔玛，这样一来，
石宇奇和林丹将在第三轮上演德比战，
这场国羽男单两代领军人物之间的对决
也将是男单第三轮一场焦点战。
黄宇翔成为唯一止步次轮的国羽男
单选手，他在与卫冕冠军、丹麦名将安赛
龙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首局进行到16平
时出现场馆渗漏， 比赛不得不转移到另
一块场地进行，
“换了场地空间感不太一
样，风向也有点变化，他（ 安 赛 龙） 比我投
入要快一点，在前半场、发接发方面做得
比我好。 ” 黄宇翔坦言，“我是落后追上
去，比赛突然中断对我影响比较大。 ”

男双小将告负却露峥嵘
昨天的男双第二轮，国羽的韩呈恺/
周昊东和何济霆/谭强双双告负，但这两
对首次参加世锦赛的98后组合均表现出
了足够的冲劲，其中韩呈恺/周昊东更是
一度在决胜局11:7领先头号种子吉迪恩/
苏卡穆约、 最终因经验不足导致心态波
动才被对手逆转，何济霆/谭强也给丹麦
强档彼得森/科尔丁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让人看到了国羽男双未来的希望。
本届世锦赛， 外界对国羽男双的关
注目光更多还是落在刘成/张楠和李俊
慧/刘雨辰身上， 韩呈恺/周昊东和何济
霆/谭强两对年轻的组合参赛以累积经
验为主。 在竞争激烈的男双赛场，面对世
界排名前十的对手， 两对小将组合尽管
未能更进一步， 但已经交出了一份令人
满意的成绩单，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与高
手过招中收获了自信。
“
不管从场面还是比分上看， 我们跟
世界排名第一的对手并没有自己想象得
那么大， 这也会给了我们自信，” 韩呈恺
说，
“
这次世锦赛遇到了头号种子（ 吉迪恩
/ 苏卡穆约） 组合， 我们发挥得淋漓尽致
了，只不过经验还不足，如何保持心态的
稳定， 这还需要依靠一场场比赛去积累，
这次比赛（ 被逆转） 也给了我们教训，对今
信 息 时报记 者 邓菲菲
后有所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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