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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富力举行球迷、媒体开放日

扎哈维：如果归化球员能帮助中国队，

为什么不呢？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

昨日

下午，广州富力队举办球迷、媒体开

放日，数百名球迷来到大学城基地，

与喜爱的球星互动， 还观看了富力

一队与富力预备队的教学赛。 主帅

斯托伊科维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不仅对此前疑似调侃足协的相关言

论做出解释，他还表示，作为中超执

教同一支球队时间最长的外籍教

练， 这 4 年来， 执教中超越来越难

了。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球迷分

享训练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 对于

球迷来说，与球员教练的互动，也可

以增强双方之间的交流。 ”数百名球

迷早早来到大学城基地， 等候着富

力将帅的出现， 斯帅表示，“当我年

轻的时候， 我做梦都想和我喜欢的

球员教练近距离接触。 但那时的情

况，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

被问到年轻时的偶像是谁，斯

帅透露：“我年轻的时候， 很难看到

电视直播。 当时我知道普拉蒂尼，我

知道他也踢 10 号位，所以他是我的

偶像。 ”

本赛季有遗憾，期待接下来全胜

虽然中超联赛仍未收官， 但广

州富力今年的成绩并不理想， 斯帅

直言本赛季是“不走运”以及“遗憾”

的，“今年我们总是在比赛最后关头

丢球，导致失去很多分数，否则我们

在积分榜上的位置会更靠前。 ”

联赛还有 3 轮， 斯帅表示要为

分取更好的名次而战，“3 场比赛 9

分，我们都想拿，现在每个队的分数

名次都非常接近。 每个队都咬得很

紧，我的期望是第 6、第 7、第 8 名，

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好的名次。 ”

在斯帅看来， 如今中超越来越

难打，“我们的目标首先是留在中

超，可以话我们也想拿到冠军。 但去

年和今年， 我们的整体实力还不足

以支撑我们去踢到亚冠的层面。 ”斯

帅表示，希望明年有更好的引援，增

强整体实力， 去争取实现这样的目

标。

据了解， 富力与斯托伊科维奇

的合同到 2021 年底结束，他对于明

年已经有一定构想， 包括应对有可

能实施的新政，“增加外援人数这对

中国足球是有好处的， 所有球队的

实力会得到增强。 但最终还没有官

方文件，我们还是先观望一下。 没有

出来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 出来的

话， 所有球队在三线补强上都会有

自己的想法。 ”

虽然近两年， 富力在积分榜上

始终处于中下游位置， 但斯帅的执

教风格仍得到不少球迷的喜爱，甚

至有球迷留言希望他执教自己所在

城市的球队。 斯帅表示感谢球迷厚

爱， 同时表示自己会留在广州，“现

在我还拿着富力的合同， 我就会一

直忠于富力， 为了广州富力去努力

和工作。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但这一

刻，富力是我的家，我会为了我的家

去努力和奋斗。 ”

斯帅澄清“调侃国足”言论

在富力客战人和赛前， 唐淼入

选由李铁执教的国家选拔队， 当时

斯帅略带调侃意味地问在场媒体：

“唐淼入选的是哪支国家队？ ”在得

知是李铁执教的选拔队时， 他半开

玩笑称：“中国到底有多少支国家

队，A 队 B 队， 有 C 队

（ 第三支队）

吗？ ”

有消息称斯帅因为这番略带调

侃意味的言论被中国足协“盯上”，

甚至准备出台处罚决定。 斯帅昨日

为自己澄清说：“听说我有可能要被

处罚，但我想澄清一下，当时我的出

发点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球员属于

哪支国家队， 不是要责怪或有任何

讽刺。 ”

斯帅表示， 自己来中国是希望

帮助中国足球发展， 希望外界理解

自己。 斯帅表示，不知自己的言论会

引起外界争议， 以后对于敏感的话

题，不会随意开玩笑或做评论。

扎哈维无疑是开放日最受欢迎的球

星之一，中超联赛 27 轮战罢，他已打进

29 球， 刷新中超联赛单赛季进球纪录。

2017 年扎哈维首次获得中超联赛最佳射

手，并荣膺最佳球员。 对于今年的颁奖典

礼是否能获奖，“扎球王” 认为自己不需

要拉票。

“我很希望再次取得这样的个人成

就，我能做只能做好自己，因为我不是评

审，当然我觉得有资格有能力竞选，希望

可以拿到这样的成就。 ”谈到拉票时，扎

哈维自信地回应称：“不需要了， 我只管

在场上发挥好自己， 如果球迷真的喜欢

我的话，相信他们会给我投票，他们有权

做出自己的选择， 当然如果我有幸成为

他们选择，我会觉得很幸运。 ”

在开放日， 扎哈维一一满足球迷的

签名合影要求，对于教学赛，他只打了半

场便匆匆离开，“我要赶回去跟家人吃个

饭，然后马上就要赶去机场，希望这两场

比赛能为以色列国家队争取好成绩。 ”目

前扎哈维在欧预赛和中超的射手榜上都

位列第一， 他表示希望接下来欧预赛能

好好表现，保持最佳射手的位置，并期待

在中超的剩余3场比赛中攻入更多进球。

此前有消息称， 明年中超联赛将实

施外援“注 6 上 4”新政，对此扎哈维表示

赞同，“如果这样做的话， 可以提升中超

的竞争水平，有更多高水平外援进来，可

以带动中国球员的进步， 这也是一个好

的做法。 但目前只是一个传言，我还没听

到官方消息。 ”如今有越来越多外援入籍

中国，但由于扎哈维是以色列国脚，因此

即使在中国生活够 5 年， 归化后亦不具

备为国足效力的条件。 然而，有媒体问扎

哈维，假如他不是以色列国脚，有机会的

话是否愿意被中国足球归化时， 扎哈维

笑言，“这也是好主意， 很遗憾我已经是

以色列国家队的一员了， 我也觉得为自

己国家而战是很荣幸骄傲的事， 中国开

始归化外国球员是好的主意， 他们已经

在中超效力很多年了， 如果能帮助中国

国家队的话，为什么不呢？ ”

虽然不能被归化， 但扎哈维仍然希

望能留名中国足球史册，“我来中超之

后，一直想要创造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很荣幸做到这一步， 希望未来可以做得

更好。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扎哈维：遗憾没有机会被中国队归化

一天前刚为自己女儿举办“百日

宴”，昨日出现在大学城训练基地的程月

磊，被球迷高喊“程爸爸”。 程月磊向媒体

分享了自己女儿出生后的心路历程。

“女儿 8 月 1 日出生的，昨天（11 月

8 日）刚好百日。有了儿子之后，想要女儿

想了好久，今年终于如愿了。 ”儿女双全

的程月磊自曝初为人父时，不敢抱儿子，

“儿子刚出生的时候， 有点不太敢抱，怕

自己抱得不对，弄得孩子不舒服，有了女

儿之后胆子就大一些。 ”

虽然广州富力是中超丢球第一的球

队，但球迷对程月磊的表现仍算认可，此

前在社交媒体上，有球迷“P 图”

（ 对图片

做后期处理）

并配文： 程月磊“我太难

了”。“其实我的职责就是守门，每场比赛

都想尽最大努力，争取少失球。 很感谢球

迷，虽然我们成绩不太好，但一直支持我

们， 希望我们努力用我们的表现回馈他

们，让他们对我们不离不弃。 ”

对于明年有可能扩大归化并实施外

援新政，程月磊表示，“归化是大环境，为

国家效力，让国家队成绩有提高，外援新

政以及归化政策，对中超也是促进，让中

超更上一个档次。 ”他还希望，明年富力

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不能一直为了

保级而踢，还是希望冲亚冠。 ”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程月磊：“明年不能为了保级而踢”

斯托伊科维奇

程月磊

扎哈维受到热烈追捧。 本版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