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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足协

杯主场 5:0 大胜北京人和后，广州恒大

继续掀起青春风暴，昨天他们在郑州航

海体育场客场 5:2 大胜河南建业，杨立

瑜、钟义浩、严鼎皓等“小虎队”相继建

功。

近期表现非常抢眼的韦世豪，昨天

虽然没有进球入账，但正是他在上半场

送出的两次助攻，帮助杨立瑜和保利尼

奥在前 12 分钟已经奠定了胜势。

下半场严鼎皓试图与突入禁区的

保利尼奥作配合，皮球打在奋力回防的

顾操脚上， 鬼使神差地变成一脚吊射，

带着诡异的弧线转进了球门，这个乌龙

球也让恒大将比分扩大到了 3:0。

第 61 分钟建业队在后场停球出现

失误，杨立瑜轻松将皮球抢断，随后他

输送威胁传中球，恒大在门前形成钟义

浩和韦世豪的两点包抄，钟义浩先出一

脚将球踢进空门， 恒大以 4：0 领先，比

赛早早地就失去了所有悬念。

随后虽然河南建业也扳回两球，但

第 89 分钟杨立瑜在右路输送妙传，严

鼎皓得到皮球后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

挑射破门，将比分锁定为 5：2。

本场比赛，杨立瑜取得 1 进球 2 助

攻、韦世豪贡献 2 次助攻、严鼎皓制造

1 次乌龙个人打进 1 球、钟义浩取得一

个进球。恒大的“小老虎”们在球队大腿

级外援因伤缺阵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

并呈现出快速成长的喜人势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在昨天

下午的中超第 12 轮赛事中， 上海上港

客场挑战大连一方。 最终，凭借着埃尔

克森和李圣龙的进球， 上港客场 2:1 战

胜对手，豪取中超 6 连胜。

此外，上港目前保持着三条战线 14

场不败的记录， 包括联赛 6 连胜在内，

都追平了球队的历史最佳成绩。

上港上一场输球是 4 月 5 日中超

第四轮主场爆冷 2:3 负于重庆斯威。 此

后，上港在中超、亚冠和足协杯三条战

线上取得了 10 胜 4 平的傲人战绩。 而

在中超赛场上， 上港更是连克泰达、富

力、鲁能、建业、国安和一方等诸强，豪

取 6 连胜的同时，也将差一点一骑绝尘

的国安强行拉了一把刹车。

不过国安昨晚在京津德比中，客场

2:1 险胜天津泰达，同样拿到了 3 分，因

此积分榜前三位的形势本轮没有变化。

本轮结束后，中超将迎来两周的短

暂的休息期，对于本赛季被伤病所纠缠

的上港和恒大来说，可以利用间歇期好

好恢复调整。目前恒大与上港在三条战

线都具备冲击冠军的可能，两支球队都

期待下一阶段乃至夏窗开启之后，展开

真正的冲刺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2

日，国际拳坛爆出“惊天冷门”，在美

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现 WBA、

IBF、WBO、IBO 四条重量级金腰带

的拥有者英国人约书亚，在第 7 回合

被名不见经传的鲁伊兹 KO，迎来职

业生涯首败的同时，将 4 条金腰带拱

手相让。 不过，据赛事推广人赫恩透

露， 约书亚将行使他的复赛条款，于

今年 11 月或者 12 月在英国与鲁伊

兹再战，试图抢回这 4 条原本属于自

己的金腰带。

约书亚是最近几年国际拳坛重

量级中的绝对王者，他同时拥有国际

拳击联合会（IBF）、 世界拳击协会

（WBA）、国际拳击组织（IBO）与世界

拳击组织（WBO）的重量级拳王金腰

带；此前还曾经是英国与英联邦重量

级拳王金腰带持有者。在与鲁伊兹交

手之前，他的职业战绩为 22 战全胜，

其中有 21 次 KO 对手。

赛前约书亚可谓人气爆棚，博彩

公司更是一度为约书亚获胜开出了

1 赔 20 的一面倒赔率。但约书亚却在

比赛中“翻车”，虽然约书亚在第三回

合曾率先击倒鲁伊兹，但后者随即抓

住约书亚急于 KO 自己所露出的破

绽，用连续重拳仅仅在第三回合就让

约书亚被两次读秒。 之后，约书亚打

得狼狈，场面一度演变为美籍墨西哥

裔拳手吊打不败拳王，第七回合鲁伊

兹又两次击倒对手，约书亚在四次被

击倒后，裁判格里芬叫停了比赛。

“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现

在我梦想成真了，感谢上帝。 我是一

位墨西哥斗士，我身上流淌着这种血

液，我为墨西哥创造了历史！ ”鲁伊兹

就此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重量

级拳王

（墨西哥裔美国人）

，在美国媒

体眼里， 这场比赛堪称 1990 年泰森

遭遇东京滑铁卢后、重量级拳坛爆出

的最大冷门。

与约书亚的肌肉男形象不同，

作为墨西哥裔的美国拳手鲁伊兹在

拳迷眼中是个“小胖子”。 不过千万

不要被他的外形所迷惑， 他此前职

业战绩骑士也相当辉煌。 此前他 32

胜仅 1 负， 其中 21 次 KO 对手。 他

唯一输掉的一场是败给了前 WBO

重量级拳王帕克， 而帕克正是约书

亚职业生涯中唯一需要通过点数战

胜的拳手。

拳王变“沙包”

约书亚一战输掉4条金腰带

客场 5:2 大胜河南建业，小将再次立功

恒大“小虎队”航海球场“撒欢”

积分榜前三形势不变， 中超将

休战两周

争冠大戏越来越焦灼

昨天，恒大 U23 小将严鼎皓首发

出场打入一球， 这也是严鼎皓加盟广

州恒大后的首个正式比赛入球。赛后，

严鼎皓接受了采访。

严鼎皓表示：“上一场足协杯也得

到出场机会，踢得还不错，然后也感谢

教练和各位老大哥的信任，

（自己 ）

这

场球首发出场尽全力。 ”

对于个人在场上的努力， 严鼎皓

道：“我觉得不管每一场比赛得到的机

会是多长时间， 只要教练给你机会就

尽全力去付出， 机会肯定是一步一步

自己争取来的，时间越来越长，希望保

持住现在好的状态吧！ ”

谈及在接下来的间歇期自己将去

国奥队报道的情况， 严鼎皓介绍道：

“赛程很密集，然后我们也受到了外援

和一些主力球员受伤的影响， 但是我

们的心态一直保持得很好， 尽全力去

拼每一个对手，接下来有一个间歇期，

我们能调整得更好。 ”

据统计， 在前 11 轮中超联赛中，

恒大前场的“小虎队”获得的出场时间

如下： 杨立瑜 9 次首发累计出场 779

分钟、 韦世豪 6 次首发 1 次替补累计

出场 510 分钟、 钟义浩 1 次首发 4 次

替补累计出场 187 分钟、 而严鼎皓则

是 6 次替补出场累计出场 35 分钟。可

以说， 这四名年轻球员在近几轮获得

了较多的出场时间。 相信在之后的比

赛中，恒大的“小虎队”将有更多令人

惊艳的时刻， 这无疑也将是中国足球

的大幸。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严鼎皓：感谢教练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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