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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晚，恒

大发布公告称，卡纳瓦罗即日起返回俱

乐部，继续履行球队主教练的职责。 这

场持续 7 天的“悬疑剧”，暂时画上了一

个句号。

卡纳瓦罗此次被要求去“学习企业

文化”， 导火索是 10 月 27 日晚的那场

中超比赛， 当时恒大主场面对建业，半

场居然 0：2 落后，场面和结果都堪称尴

尬。 据悉，恒大老板许家印对球队上半

场的表现非常震怒，这也直接引爆了后

面的“学习班”事件。 此前据媒体爆料，

恒大的文化学习班仅限于公司高管参

加，主要目的是通过不断学习、不断总

结，不断提升业务水平。

昨日下午，卡纳瓦罗向许家印呈递

个人书面报告， 对 2019 赛季工作进行

了认真总结和深刻反省。 据参与了此次

会面的相关工作人员透露， 在谈话中，

许家印肯定了卡纳瓦罗勤奋好学、雷厉

风行的优点和积极培养年轻球员的成

效。 但是，同时也对其纠错能力不强及

对球队管理不够严格提出了批评。

与此同时，据悉许家印对卡纳瓦罗

提出三点希望：一要切实践行“要么不

做，要做就做到最好”的恒大文化理念；

二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刻苦钻研，全面

提升教练组综合水平；三要通过从严管

理、奖罚分明，提升球队整体战斗力，为

夺取中超“八冠王”奋勇拼搏。

作为少帅，卡纳瓦罗有优点也有不

足，恒大公告中特别指出，卡纳瓦罗的

第一大问题， 就是自我纠错能力不强。

近两个多月来， 恒大队阵容齐整却 9

战仅取 1 胜， 所获 1 胜还是对降级热

门球队。 卡纳瓦罗扭转球队状态低迷

乃至打破僵局的能力备受媒体和球迷

质疑。 例如，战术部署、排兵布阵方面固

执己见，坚持让伤愈复出后一直缺少状

态的塔利斯卡场场首发，结果 9 战仅入

2 球， 与季初 12 场进 10 球的表现相差

甚远。

又比如，阵容调整、临场指挥乱点

鸳鸯，亚冠客场对阵浦和红钻，卡纳瓦

罗排出的 5 名后卫中，右后卫张琳

芃

竟

罕见地改踢左路， 而且中前场韦世豪、

杨立瑜到最后 10 分钟才换上，导致 0：2

败北；主场生死战，又安排中场球员钟

义浩鲜有先例地客串左后卫，下半场正

是恒大队左路失误导致失球，彻底断送

了翻盘希望。

另外，恒大一直要求对球队严格管

理，许家印对卡纳瓦罗这方面的执行很

不满意。

早在 2018 年 7 月 16 日，许家印就

在恒大俱乐部管理会议上当场“敲打”

卡纳瓦罗说：“主教练就像恒大球员的

大哥一样，跟大家相处的非常好。 但管

理是无情的，训练场上、球场上要严字

当头，无情管理，不留任何情面。 ”

恒大俱乐部向来以严格管理、赏罚

分明著称。 球队多次出台激励球员生活

自律、刻苦训练、全力比赛的管理规章。

从“三九队规”到“恒大国脚八项规定”，

恒大队建立了一整套球员为俱乐部、国

家队效力的赏罚机制，并且球队一视同

仁，没有“大牌”之说。 孔卡、郜林等违规

照样受罚。 此外，俱乐部管理层和主教

练都曾受罚，恒大的严格管理，没有例

外。

因“管理不严”被罚？ 恒大俱乐部昨日发布公告

结束7天“悬疑剧” 卡纳瓦罗重返帅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日，阿

洛伊西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与

广东华南虎俱乐部告别的同时， 宣布

下赛季将在广州恒大开启新挑战。

阿洛伊西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是时候该说再见了，从我到俱乐部的

第一天起，每个人对我都非常好。 我感

谢教练组、 所有球员与球迷们， 穿上

这件球衣 2 年了， 其中有喜悦、 工

作、 尊重与奉献，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

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永远感激不已。

2020 年我将在广州恒大开启新的挑

战， 这是我在中国的第七个赛季，在

这里所有人都欢迎我， 让我有宾至如

归的感觉，就算离开巴西，我还是能感

受到极大的幸福感与满足感， 谢谢你

们所有人。 ”

有业内人士分析，“野牛”这次前往

恒大报到， 很可能会以归化内援身份

入队。 此前有消息称，阿洛伊西奥已经

成功拿到中国国籍，中文名字取名“洛

国富”，具备代表中国男足国家队出战

的资格。 今年 31 岁的阿洛伊西奥前两

个赛季效力于中甲球队广东华南虎，

本赛季打进 10 球， 他还曾效力过中超

球队山东鲁能与河北华夏幸福。

昨天，艾克森在办理国家队集合手

续的时候被记者拍到他已经开始使用

中国身份证。 在谈到他的“双料同胞”

洛国富时，艾克森表示，虽然不知道“野

牛”的中文名字，但是他相信阿洛伊西

奥能给恒大和国足带来帮助。

信息时报北京电 （特派记者

邹甜）

昨日，2019北京马拉松开跑，

来自肯尼亚的马修·基普科埃以2小

时07分06夺冠并刷新赛会纪录。 此

外， 中国女子选手李芷萱夺得女子

亚军。

3日清晨北京下起下小雨，气温

只有6摄氏度左右，这一气温十分适

宜跑手创造好成绩。最终，男子专业

组前三名被肯尼亚选手包揽，马修·

基普科埃跑出2小时07分06的个人

最佳成绩， 并以此成绩夺冠并刷新

赛会纪录，他因此获得4万美元的冠

军奖金以及2万美元的破赛会纪录

奖金。赛后他直言，天气情况非常有

利，开心取得了第一，希望还能来北

京参加马拉松。肯尼亚选手耶戈以2

小时09分45秒获得亚军，奈贝以2小

时10分15秒获得季军。 女子专业组

方面，中国选手李芷萱以2小时29分

06的成绩获得了亚军， 成为今天站

在专业组领奖台上唯一一名中国选

手。 这是李芷萱第二次参加北京马

拉松， 她表示接下来要继续提升自

己，期待能参加东京奥运会。她虽然

是专业运动员出身， 但因为马拉松

比赛目前推行“我要上奥运”机制，

鼓励业余选手有机会登上奥运舞

台， 所以她必须要跟业余选手同时

竞争。

此外，国内组方面，上周在成都

马拉松赛上跑出2小时14分03秒获

得国内组男子冠军的杨绍辉， 本场

比赛以2小时13分11秒获得国内组

冠军，创造个人历史第二好成绩。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11月2

日，首届“锐克体育”广东省五人足球U15

超级联赛第三个比赛日在广州海珠区以

诺足球公园举行， 这是中国第一个社会

办省级五人足球青少年联赛。 8支来自

全省的高水平青少年U15五人足球俱乐

部队参加了比赛。

第三比赛日赛事结束后， 小组赛程

已接近尾声。 目前排名前六名的球队分

别是佛山维京、富力足校、新安明珠、好

未来俱乐部、肇庆立讯U15、天荣中学。其

中保持不败战绩的球队仅有佛山维京。

小粤超第三个竞赛日共打进45球

（前六轮的

28

场比赛共打进

152

球）

平均

每场进球数是5.4个， 前6轮共计有48名

射手。前六轮过后，温拿足球俱乐部的胡

尚斌打进10球排名射手榜之首， 紧随其

后的是天荣中学的罗文涛和肇庆立讯的

欧震文， 他们同样打进8球分别排在二、

三名。

本届赛事的顺利进行、 不仅要感谢

锐克体育、还要特别鸣谢世界500强企业

广汽集团的传祺车作为赛事唯一指定用

车，还有茵浪体育、阳光酒店、画景水、广

州青商会等企业和社会组织对本届赛事

的鼎力支持。

11月9日下午，8支球队将会继续征

战小粤超第四个比赛日， 将直接事关各

支球队能否挺进淘汰赛

（前四名）

，让我

们共同期待！

北京马拉松昨日举行

男子新赛会纪录诞生

“野牛”阿洛自宣下赛季加盟恒大

小粤超佛山维京一枝独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时代

中国广州队昨晚在天河体育中心上演

了新赛季首秀， 结果被来访的山西队

以 123： 96 击溃。 广州队新外援赛克

斯全场比赛拿到了 27 分， 但另一名外

援尼克尔森只有 6 分和 9 篮板的进账。

本场比赛广州队的表现让来到现

场的观众相当失望。 三节比赛他们就

让对手拿到了 96 分的高分， 但自己却

只有 65 分进账。 首节比赛广州队只拿

到了 14 分， 根本就不像是主场作战的

一方。 第二节和第三节广州队分别拿

到了 25 分和 26 分， 但进攻恢复到正

常的水准时， 广州队的防守又掉链子

了。

山西队前三节得分分别是 24 分、

33 分和 39 分，简直就是铁树开花节节

高。广州队不仅防不住山西队的两名外

援富兰克林和托马斯，让这对外援组合

只用三节比赛就拿到了 39 分。 更让人

不解的是，山西队的本土球员原帅三节

比赛就拿到了 25 分， 全场比赛拿到了

最高的 29 分。 广州队的防守简直就是

形同虚设，最后一节比赛也沦为垃圾时

间。

“我们没有打出正常水准， 我们并

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开启新赛季。所有的

事情都不顺利，进攻和防守都出现了问

题。 尼科尔森在比赛中遭遇了夹击，我

们的球运转并不顺畅。 ”广州队主帅胡

安赛后复盘时说。 接下来，广州队将在

周三客场挑战深圳领航者队。

广州男篮赛季首秀遭遇溃败

门将目送足球进门。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摄

孙鸣阳被“遮脸”防守。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