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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下

午，深足俱乐部在丽湖训练基地为意大

利籍新帅多纳多尼举行媒体见面会，深

圳市足球俱乐部总经理丁冬梅宣布多

纳多尼正式成为深圳佳兆业队新帅。意

大利人多纳多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来

深圳第一项任务是帮助深足保级成功。

中超联赛 20 轮过后，已经 12 轮不

胜的深足以 3 胜 5 平 12 负积 14 分的

成绩，暂列积分榜倒数第 2 名。 对于深

足来说，保级形势相当不妙，球队士气

十分低落。更要命的是，本周五，深圳佳

兆业就将迎来与倒数第 1 的北京人和

之间的保级“生死战”。

多纳多尼出生于 1963 年， 曾是意

大利国家队最出色的边前卫之一。他执

教履历相当丰富，屡屡帮助意甲弱旅完

成保级，还曾执教过意大利国家队。 丁

冬梅在介绍多纳多尼时， 特意强调他

“多次带领意甲球队走出困境”，称得上

是“救火专家”。

在见面会上，多纳多尼表示，自己

即将在中国开始“新的冒险”，“我来到

球队的第一项任务是让深足保级成功。

非常高兴来到深圳，在这里我可以体验

不同的文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

家，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这

也让我更想留在这里担任教练。非常感

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我非常期待到球

场开始新的挑战。 ”

今年 6 月初，多纳多尼便注册了微

博，见面会上他表示，当时并不知道自

己要来深圳。 对于深足的保级前景，他

坦言，“我知道深足的联赛排名不太好，

但是球队有可以提升的地方。在这个艰

难的时刻，最错误的事情是制造更多困

难，所以大家不要灰心。 现在比赛已经

不多了，大家要全心全意一起努力。 球

员对我来说很重要，他们必须了解自己

做得还不够。 ”

上周，多纳多尼赴南京观看了深圳

佳兆业与江苏苏宁的对决， 他评价说：

“深圳队在这场比赛中运气不太好，双

方上半场可以说是势均力敌，说运气不

好是因为丢了一个点球。深足在上半场

也创造了两三个机会，是可以打破僵局

的。我觉得球队在丢了第一个点球之后

需要反击， 而且反击必须越来越猛，要

持续到底。我觉得球队在这一点必须加

强，这样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

在上任之前， 多纳多尼已经做足

“功课”。目前多纳多尼的团队只有体能

教练到位，其他助教最快也要今天才能

到齐。

作为意大利人，媒体很自然地将话

题引到了里皮和卡纳瓦罗身上，多纳多

尼表示，意大利教练在中国执教，对意

大利足球来说是件好事，自己也希望在

深圳，证明自己的执教实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志高空

调第九届广东省五人制足球超级

（粤超）

联赛上周日在广州黄埔体育中心进入第

八轮的比赛。 在保级大战中，澳门千叶队

4：3 击败深圳碧波狂人装备队， 成为粤超

历史上第 3 支在常规赛一场未胜，但在保

级战获胜并保级成功的球队。 这已经是粤

超连续三年由常规赛一场不胜的球队在

最终的保级大战中逆袭成功了。

在随后进行的两场半决赛中，联兴塑

胶管业队凭借强大的伊朗外援以及配合

默契的国内球员，轻松杀入决赛圈。 而“升

班马”T8 恩祈·潮汕人队与凌静 AIB 则打

得难解难分，T8 恩祈·潮汕人队最终在点

球大战中击败对手后艰难晋级决赛。

在粤超射手榜方面， 目前还是对标市

场研究队的刘文锡以 10 球傲视群雄。 但

是粤超还有最后一场比赛，联兴管业伊朗

外援已经打进 9 球，很有可能后来居上夺

得金靴奖。

8 月 4 日

（周日）

粤超将进行总决赛以

及季军争夺赛，届时欢迎热爱五人足球的

广大球迷来到广州黄埔体育中心亚运体

育馆现场免票观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

日， 上海绿地申花俱乐部召开发

布会， 宣布与上海体育学院签署

合作共建协议， 成立上海绿地申

花上体女子足球队， 球队将从今

年 9 月开始征战女乙联赛。 两年

前代表广东 U18 女足在全运会上

收获亚军、 目前就读于上海体育

学院的队员熊熙， 将正式成为申

花女足一员。 在距离熊熙生日还

有 10 天的 7 月 30 日， 成为了她

职业生涯的新起点。

今年年初，中国足协下发《中

国足球协会职业俱乐部准入规

程》调整通知，要求各中超俱乐部

在 2020 年必须拥有一支女足队

伍。 上海申花成为中超联赛中，第

四支拥有女足球队的中超俱乐

部。 备两年前的全运会赛场上，广

东女足球员熊熙“一球成名”，加

上自身的“高颜值”，成为了女足

圈中的“网红”选手。 熊熙在夺得

全运亚军后选择退役， 考入上海

体院。 此次重返赛场，熊熙表示，

自己在进入大学后， 对足球一直

难以割舍， 不仅在学业之外的业

余时间教青少年踢球， 同时也加

入了上体女足队。“刚上大学的时

候，没想过能重返赛场，离开了之

后才发现自己对足球是很热爱

的，我觉得只要有梦想，一切都来

得及，何况现在的我还年轻。 ”

本月， 熊熙还入选了中国大

学生女足， 赴意大利参加世界大

学生运动会， 第一次以大学生身

份为国征战并踢了 3 场比赛。

深圳佳兆业任命多纳多尼为球队新主教练

“救火专家”还能创造奇迹？

粤超联赛决赛本周日开波

前广东U18队员熊熙加盟申花女足

时隔 7 年重返中国足球顶级联

赛，深圳佳兆业一度取得两连胜的开

局，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从第 3 轮开

始的 18 场联赛中， 佳兆业居然只在

上海申花身上拿到了一场胜利。

在中甲挣扎了 7 个赛季，好不容

易升上中超， 却又很快坠入降级区

了。此前，俱乐部总经理李小刚下课，

但球队仍然未能止跌。 如今，卡罗也

不得不让位。

事实上， 在去年成功冲超时，外

界便不看好球队的前景。从中超降级

之后，佳兆业入主之前，深足已经败

光了所有“家底”。 即便去年勉强冲

超，也创造了近年冲超最低分数的纪

录。 球队人才匮乏，难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补强，成为了这支球队征战中超

的最大“死穴”。 卡罗战术简单，虽然

曾经帮助两支中甲球队冲超，但在竞

争激烈的中超，却显得十分落后。

中超联赛剩下最后 10 轮， 除去

本周五对人和的“生死战”之外，佳兆

业还要面对恒大、国安两支还在努力

争冠的球队，还有在二次转会窗投入

巨大、且效果明显的申花和一方。

如今，天海、佳兆业和人和这三

支球队都已经被其他球队远远抛离，

成为仅有的 3 支没能拿到 20 分的球

队。 不出意外的话，降级球队会在这

3 支球队当中产生。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保级名额“三抢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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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带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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