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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广州富力迎来 2019 足

协杯首战， 客场面对中乙新军泰州

远大，以 0：1 负于对手。 比赛中远大

队的广州籍球员许嘉俊攻入比赛唯

一进球。

没外援，富力被打回原形

富力过去三年的足协杯战绩不

俗，去年还杀入四强。 然而昨天球队

面对业余级别的球队时， 在外援不

能上场的情况下， 其表现往往让人

提心吊胆。 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客

战海南队和内蒙古中优， 都是通过

点球淘汰对手。 本场比赛对手泰州

远大是去年中冠联赛的冠军， 在足

协杯中能与中超的球队交手， 球队

上下自然拼尽全力。

泰州远大派上全主力阵容出

战， 阵中包括富力弃将文超和许嘉

俊，二人不仅对富力十分了解，在比

赛中也表现得十分活跃。 富力方面

则派上新门将韩佳奇、金波等新援上

阵。 上半场双方势均力敌，下半场开

局不久，许嘉俊破门打破僵局。 凭借

这粒进球， 他帮助这支中乙新军以

1：0 击败广州富力。 至此，广州富力

以“一轮游”结束了本赛季足协杯的

征程。 1995 年出生的许嘉俊因此获

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足协杯 MVP

荣誉。

许嘉俊，希望能够踏上更高平台

许嘉俊从 6 岁起在天河体育中

心接受足球训练，由于在同龄人中展

现出过人的天赋，2011 年成为广州

校园足球“梦想成真”项目首位赴英

国受训的球员。他 2013 年加盟富力，

随后效力过华夏幸福。 2017 年留洋

比利时后，他加盟鲁瑟拉勒队。 去年

他加盟北京人和，下半年租借至延边

北国，今年初才加盟泰州远大。 历经

辗转，他再次面对“老东家”，还取得

进球。

“我们是中乙球队，能赢中超，非

常开心”， 赛后许嘉俊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他直言一直十分关注富力，“我

是从富力出来的，他们的打法我很熟

悉，包括我跟黄政宇也认识很多年。”

昨日赛后他拥抱了失落的黄政宇，但

他表示自己还要努力追赶好友，“毕

竟他还踢中超呢， 我要向他看齐才

是”。

作为南方人， 年仅 24 岁的许嘉

俊为了踢球，经历了一般广州仔难以

想象的历程，“从小就一直漂泊在外，

我都习惯了，为了有上场时间，在哪

里踢都一样。这个队里也只有我一个

南方人， 我们广州球员就是走脚下

的，发挥出自己的特点，才能在对抗

中不吃亏。 ”目前许嘉俊以 6 粒进球

位列中乙射手榜第一位。他表示感谢

泰州球队的知遇之恩，希望未来与球

队能够踏上更高的平台。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足协杯

第四轮，中超球队开始加入战团，广州

恒大昨晚主场迎战河南建业， 凭借郜

林的一传一射，2:0 轻松获胜， 晋级第

五轮的 16 强赛事。

本场比赛之前， 恒大在新赛季已

经进行了 6 个主场的中超与亚冠赛

事， 除了上一个中超主场 2:1 击败鲁

能时丢了一球， 其余 5 个主场全是零

失球的完胜。 由于两天后的联赛将与

北京国安展开榜首大战，本场比赛，恒

大作出了大幅度的轮换。

对手河南建业本赛季迄今仅有 1

胜，联赛压力颇大，因此也是派出了替

补球员为主的阵容。

恒大昨晚开场就占据明显优势但

屡失良机，开场第 9 分钟，黄博文右脚

任意球直接射门， 皮球越过人墙弹地

后击中右侧立柱。 严鼎皓头球补射顶

空门，刘奕鸣先出一脚将球踢出底线，

错失破门良机。

第 41 分钟， 恒大率先打破僵局，

布朗宁后场长传， 于汉超前场用身体

扛开对手带球推进右脚直塞， 郜林插

入禁区左侧左脚抽射破门。

一球领先的恒大牢牢掌控局势，

在错过四五次破门机会之后， 终于在

第 83 分钟锁定胜局。当时邓涵文右路

送出过顶长传， 郜林禁区内右脚停球

左脚横传， 替补出场的冯博轩门前包

抄轻松推射破门。

上赛季恒大只打了两轮足协杯就

在 16 进 8 的比赛中遭遇点球大战出

局，卡纳瓦罗面对目前密集的赛程，仍

然表示希望球队能在本赛季足协杯中

走的更远。

本场获胜之后， 也意味着这个月

恒大还需要打一场足协杯16进8的赛

事，进入三线作战的模式之后，恒大未

来有六七场比赛依然是3天半打1场的

节奏， 核心球员的受伤令外界开始担

忧恒大后续还有没有足够的体力应付

赛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东

莞银行宏远队昨天攻克了新疆队的客

场， 他们在以 128:118 击败对手后，

系列赛总比分 3:0 领先。 由于 CBA

总决赛采用 7 战 4 胜的赛制， 所以宏

远队目前手上有 4 个赛点。 总决赛第

4 场比赛 5 月 3 日将继续在新疆队主

场进行， 一旦宏远队再次获胜， 那么

宏远队就将收获球队历史上的第

九座总冠军奖杯。

昨天宏远队可谓缺兵少将， 替补

中锋曾繁日停赛， 二号替补中锋万圣

伟骨折缺阵。不巧的是，赵睿一开场就

受伤下场。他在与马兰白克的争抢中，

在空中失去平衡重重摔在地上。赵睿

回更衣室检查出现了头晕和腰部

不适的症状， 直至下半场才重新披

挂上阵。

新疆队比赛前 14 分钟三分球 9

投 8 中， 并在第二节初段开始领跑比

赛。当时易建联轮换休息，宏远队派出

5 小阵容，周鹏客串中锋，结果新疆队

打出 11:0 的小高潮。 不过幸好下半场

赵睿回归后， 宏远队重新掌握比赛的

主动权， 一举反超了比分并笑到了最

后。全场比赛，宏远外援威姆斯拿下了

全场最高的 25 分和 7 次助攻，另一名

外援布鲁克斯则拿到了 24 分和 8 个

篮板球。

本土球员爆发

手握总决赛 4个赛点

CBA第九冠

在向宏远招手

恒大足协杯晋级16强

被中乙新军泰州远大爆冷

广州富力足协杯一轮游

许嘉俊获得职业生涯中第一个足协杯

MV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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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林传射建功。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