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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晚，广

州恒大迎来 2019 亚冠联赛 1/4 决赛第

二回合的比赛，客场挑战卫冕冠军鹿岛

鹿角。 凭借塔利斯卡的头球，广州恒大率

先攻破对手大门。 虽然下半场被主队扳平

比分，但恒大保持住了 1:1的总比分，并凭

借客场进球优势晋级。 这也是广州恒大

时隔 3 个赛季再次挺进亚冠 4 强。

位于日本茨城的鹿岛鹿角主场被

认为是“魔鬼主场”，此前恒大两次客战

都以失利告终。 而直到 2018 赛季亚冠

开始前，中超球队做客 7 战全败，只有

申花在茨城拿到 1:1 的平局， 算是止住

颓势。

目前，鹿岛主场对阵中超球队保持

着惊人的 9 胜 1 平纪录，这对于恒大来

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要知道，

亚冠历史上恒大客场对

阵日本球队总战绩为 3 胜 5 平 5 负，最

近一次客场战胜日本球队已是在 4 年

前。 本赛季的 J 联赛，鹿岛鹿角在主场

仅有一场败绩， 亚冠联赛也只输过一

场，其余比赛均保持不败。

赛前一天，上海上港遭日本的浦和

红钻淘汰，无缘 4 强，恒大成为中超球

队在亚冠赛场的独苗。 广州恒大要想晋

级，前提就是要取得进球。 因此，保利尼

奥、 塔利斯卡和艾克森等外援悉数上

阵。 开场后，鹿岛攻势如潮，但无论伊藤

翔的头球，或是莱奥的远射，都未能破

门。 反而是广州恒大在第 40 分钟反客

为主，黄博文主罚左侧角球，他将球罚

至禁区内，塔利斯卡头球顶进，助恒大

在上半场取得领先。

在恒大取得一粒客场进球的情况

下，鹿岛鹿角必须取胜才能晋级。 主队

在下半场进行犀利的反扑，第 51 分钟，

黄博文传球失误，鹿岛的莱奥大禁区前

内切，皮球打在塞尔吉尼奥身上发生折

射入网，双方战成 1:1 平手。

扳平比分后的鹿岛鹿角士气大振，

而恒大的体能也开始下降，第 74 分钟，

塞尔吉尼奥一脚抽射，皮球击中横梁弹

出， 终场前鹿岛鹿角再次错过破门良

机。 广州恒大凭借顽强的防守，守住了

晋级的结果。

东亚区的广州恒大、浦和红钻以及

西亚区的萨德、利雅德新月联手晋级亚

冠 4 强。 10 月 2 日和 10 月 23 日，广州

恒大将先客后主与浦和红钻进行半决

赛两回合的对决。 对手浦和红钻目前在

J 联赛中位列第 15 位，仅比降级区高出

3 分， 恒大迎来了近几年来晋级决赛的

最好机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日，

大量媒体报道，中国男篮主帅李楠已经

“引咎请辞”，目前正在等待国家体育总

局的批复。 这个话题一度冲上热搜的前

几位。 消息传出后不久，中国篮协通过

官方微博回应，中国男篮主教练李楠辞

职属于不实消息。

“今日，有媒体报道的‘男篮主帅已

递交辞职信’消息不属实，目前中国篮

协和国家男篮仍在进行总结阶段，教练

组是否调整及其他进一步信息，将待总

结之后另行公布。 感谢大家对中国男篮

的关注与支持。 ”

在刚刚结束的2019男篮世界杯上，

中国男篮成绩不佳，最终仅获得了第24

名，而且没有取得直通明年东京奥运会

的参赛资格。 由于这届世界杯在中国进

行，赛前中国球迷对于中国男篮持有非

常高的期望。 在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之下，李楠下课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世界杯结束后，李楠在接受央视采

访时表示，这次中国男篮在世界杯上收

获很大， 而他也在对比赛进行着复盘，

期待能够对国家队的未来提供帮助，期

间李楠并没有透露过要辞职的意思。 此

外， 姚明在中国男篮世界杯谢幕战后，

第一时间表态这次中国男篮溃败世界

杯的责任应该由他承担。

李楠这次世界杯的带队表现明显

不及格，但国家体育总局会否同意他请

辞，至少要有两个方面需要考量。 在李

楠上任中国男篮主帅之前，李楠和竞争

者杜锋都并非呼声最高的人选。 当时传

言，像李秋平、李春江和宫鲁鸣这些人

气颇高的老帅无意执掌中国男篮教鞭，

之后才出台了李楠和杜锋“竞聘”的方

案。 如果这次李楠下课，国内教练由谁

来接任？ 篮协看中的人选是否愿意接

任？ 这些都需要重新做全盘考虑。

目前看来，国内资历和人气都达标

的教练，也就李秋平、李春江、宫鲁鸣、

杜锋和郭士强这5人了。 可是这5名教练

在俱乐部都背负着冲冠任务，而且他们

所在俱乐部每年都投入巨大，这些俱乐

部是否愿意让自己的主帅出任或兼任

国家男篮主帅，这其中需要各方角力和

平衡的地方实在太多。

如果国内找不到适合的人选，洋帅

的挑选也会让人煞费心思。 选国际范名

帅还是选已经在CBA从业多年的洋帅？

还是选NBA体系或者欧美体系的洋帅？

各方要取得共识也并不容易。

1:1逼平鹿岛鹿角，凭借客场进球优势晋级亚冠4强

茨城终于不再是恒大伤心地

广州恒大队史上第 3 次打入亚冠 4 强，却是

少帅卡纳瓦罗第一次率队取得这一战绩。 赛后，

卡帅避谈夺冠的话题， 他表示打到这个地步，要

一场一场打，享受比赛。“希望今天

（比赛当天）

晚

上我们球员的表现没有让球迷失望，今天没有赢

得这场比赛，今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我们

球员付出超过 100%的努力。”在卡帅看来，球队足

够拼博，因此如愿晋级，他对球队的表现感到满

意，同时感谢球迷支持。

对于近期球队运动战进球少的问题，卡帅认

为近几场比赛对手实力很强，因此球队压力比较

大，“我们队员在高压的情况下，处理球更犹豫和

谨慎，所以这几场进球比较少一些。 ”

作为队中的进球功臣， 塔利斯卡骄傲地表

示，“现在能代表中国的就是广州恒大了。 ”他希

望球队能用表现继续捍卫中超球队的荣誉。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中国男篮辟谣李楠“引咎请辞”

利物浦欧冠出师不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昨天凌晨， 欧冠卫冕冠军利物浦

在首场小组赛中客场挑战那不勒

斯， 结果克洛普执教的利物浦遭

遇到了 0:2 的失利。第 82 分钟，那

不勒斯前锋默滕斯主罚点球命

中。 第 92 分钟，利物浦王牌中后

卫范迪克回传失误， 那不勒斯前

锋略伦特中路插上近距离推射破

门并锁定胜局。

34 岁的西班牙老将略伦特打

进了他代表那不勒斯的首球，他

的上一粒进球发生在去年的欧冠

1/4 决赛当中。略伦特最后阶段打

入一粒头球，虽然热刺最终以 3:4

小负曼城， 但仍以客场进球的优

势淘汰曼城打进半决赛。

有意思的是， 热刺去年在欧

冠决赛中折戟， 最终夺冠的正是

那不勒斯昨日的对手利物浦；而

利物浦上赛季在欧冠小组赛中出

线， 恰好是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战

胜那不勒斯才涉险过关。

输掉这场比赛后， 利物浦欧

冠小组赛客场四连败。 上一次欧冠

卫冕冠军在新赛季首场欧冠小组赛

中输球， 还要追溯到 15 年前。 在

1994—1995 赛季， 当时的卫冕冠

军 AC 米兰小组赛首战失利。

利物浦主帅克洛普称赞了安

切洛蒂的球队：“他们有好的战术

和球员， 这么踢他们能一直赢下

去，最终夺得欧冠。 利物浦夺冠的

时候也不是世界最佳球队， 但是

我们就是赢了。 ” 对于此后的比

赛， 克洛普表示，“这场比赛不是

决定性的， 我们还有好几场比赛

去改变现在的局面， 利物浦不会

停止前进的脚步。 ”

卡纳瓦罗避谈争冠：

“一场场打，享受比赛”

保利尼奥与对手争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