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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广州恒大痛

失今年的中超冠军奖杯， 很多人都从不同

角度和层面作出了各自的分析总结， 但是

有几名球员的表现未如理想， 却是难得的

统一观点。 今日 18 时，广州恒大将在多哈

开启今年的亚冠之旅， 对手是本赛季表现

糟糕的韩联赛队伍水原三星， 那些中超表

现令人失望的巨星们， 也该拿出点与身价

相符的表现了。

塔利斯卡失去了一锤定音改变比赛的

魔力、艾克森失去了运动战进球的能力，相

比之下， 洛国富甚至失去了争取首发登场

的竞争力， 而被寄予厚望的本土新星杨立

瑜，也是越打越低迷，球迷拿出恒大队花名

册随便一数， 就能指出好几名球员与外界

的预期不符。 本赛季亚冠比赛，恒大队两位

队长都因伤无法随队远征， 尤其是保利尼

奥的缺席， 令球队攻防两端都需要调整战

术组合， 而上述几名球员能否把握住这最

后的救赎机会， 不但会影响恒大的亚冠前

景，也会影响到他们未来在国家队的定位。

韩职联老牌劲旅水原三星本赛季相当

挣扎， 联赛 22 战仅取得 5 胜 6 平 11 负进

20 球失 26 球平庸战绩， 场均进 0.91 球失

1.18 球，破门能力略显不足。 水原三星主打

352 阵型，依托两翼金民友、金泰焕的冲击

力，串联中前场发动机安东尼斯、韩石钟施

压对手防线辐射战力， 进攻端塔加特本赛

季状态下滑 22 场联赛仅打进 5 球， 防守端

水原三星漏洞偏多也暗含隐忧。

密集的中超赛事刚刚结束， 这边亚冠

的赛事又马不停蹄的到来。 对恒大来说，目

前球队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就是球员的体

能和人员的轮转问题。 平均三天一场的比

赛强度对于恒大的所有队员来说都是个巨

大挑战，韩国球队向来外战内行，且球风非

常硬朗，对于恒大来说是难啃的硬骨头。

虽然恒大过往对阵韩国球队的整体成

绩不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已经交过手

的韩国球队当中， 水原三星是恒大唯一一

支没有赢过的对手。 在队史上恒大一共 20

次同韩国球队交手，取得了 8 胜 8 平 4 负的

战绩，击败过 6 支来自韩国的球队。 这样的

成绩单，可以让球员心理更为自信。

在 2017 年的亚冠小组赛上， 恒大和水

原三星遭遇， 两回合比赛都打成了 2:2。 在

主场高拉特梅开二度， 在客场为恒大进球

的是高拉特和阿兰。 也就是说，上一次对阵

水原力保不输的首功之臣， 正是此前恒大

压哨召回的外租球员高拉特。 想必恒大要

想取得亚冠开门红， 依旧需要仰仗高拉特

和韦世豪的冲击力。

亚冠首战 两个未知数

本次出征亚冠， 恒大最大的变化发生

在外援方面， 球队的绝对核心保利尼奥因

大腿伤势赛季提前报销， 球队紧急召回此

前外租至河北华夏幸福的高拉特。虽然高拉特

在备战期一直跟随恒大合练， 但他并没有

和恒大这批球员打过实战，这次回归后能不

能和其他队友擦出火花，仍是未知之数。

另外， 恒大这次还要面对另外两个未

知数： 一是环境， 尽管多哈的场地条件一

流， 但当地的气候和饮食与国内有非常大

的区别， 球员能否在短时间内适应比赛地

环境是未知数；二是比赛时间，由于多哈与

东亚地区有 5 个小时的时差， 为了方便东

亚地区球迷观赛， 亚足联这次将比赛时间

定在当地时间中午 1 点和下午 4 点， 而恒

大最近几个赛季下午场的战绩非常一般，

这次能否在短时间内适应比赛时间， 同样

是未知数。

客观环境对各支参赛队是公平的，但

是比赛时间则是一个系统性的生活训练方

式的调整。 水原三星和神户胜利船在各自

联赛中都有充分的下午场赛事经验， 而这

支恒大则极少在中午或下午比赛。 以比赛

时间作为唤醒身体至最佳状态来倒推，意

味着恒大有时候甚至需要在夜里三四点钟

就爬起来做热身调整， 才有可能在中午 1

点打出最好状态来，这是一种全新的考验。

而在战术体系方面， 怎样用好回归的

高拉特，以及帮塔利斯卡找回状态，才是头

号大事。 毕竟在近 2 个赛季的大部分时间

里， 恒大球员已经完全适应了以保利尼奥

为轴展开的战术体系，现在没了暴力鸟，如

何调整战术打法，够卡纳瓦罗头疼的了。

就球员个人的技术特点而言， 高拉特

的无球跑动和传威胁球能力是恒大此前缺

乏的元素，因此在高拉特回归后，恒大首先

要做好的就是利用高拉特出色的无球跑动

能力加快中场的组织和传递， 让攻势可以

迅速地推进到前场， 不和对手在中场做太

多的纠缠， 同时依靠高拉特的直塞球和转

移球帮助两个边后卫将后上助攻的威力发

挥出来，这样球队的进攻才会变得更立体，

不会轻易被对手掐死。

到了亚冠赛场， 没了必须使用

U23 球员限制，卡帅的用人自由度更

高，而且这次亚冠赛程比中超还要密

集，需要卡帅在做阵容轮换时更坚决，临场

调度更果敢。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费尔南多、阿兰破门

北京国安 2:1 胜首尔 FC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时间11月

21日，亚冠小组赛E组首轮正式打响，首尔FC

对决北京国安。 北京国安上下半场分别凭借

费尔南多、阿兰完成破门，最终以2:1击败首尔

FC。

受到疫情影响，E组的赛事在今年2月便

完成了第二轮赛程的对决，当时首尔FC1:0小

胜墨尔本胜利， 北京国安则凭借王子铭的进

球，以1:0击败清莱联，两支球队赛前同积3分，

此役成为E组的焦点战。北京国安的首发阵容

由费尔南多、阿兰和张玉宁领衔锋线，中场有

池忠国、张稀哲等，后防由金玟哉、于洋、李磊

和王刚组成。 开场后国安便打出犀利进攻，第

8分钟，张玉宁横传助攻，费尔南多跟进破门，

为国安打破僵局， 上半场国安1-0领先对手。

易边再战，第60分钟，阿兰一脚远距离的世界

波，抽射破门，助国安的领先优势扩大至

2:0。 首尔FC并未放弃，6分钟后， 首尔

FC的门前进攻， 导致国安外援金玟

哉禁区内手球， 裁判判罚点球，朴

主永主罚命中， 成功扳回一城。

终场前王刚舍身拼抢不幸受

伤伤退。 最终，国安以2:1

取胜。两轮过后，北京

国安以 6分

领跑E组。

两年1900万美元

哈勒尔签约湖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经纪人里奇·保罗11月21日透露，

前锋蒙特雷兹·哈勒尔以两年1900

万美元的合同与湖人达成一致。

据悉， 湖人使用了中产条例签下

的哈勒尔， 其中第二年为球员选

项，两年薪资分别为925万美元和

972万美元。 哈勒尔上个赛季效力

洛杉矶快船队， 场均出战27.8分

钟， 能够得到18.6分7.1篮板1.7助

攻，并当选赛季最佳第六人。

根据洛杉矶时报记者报道，

哈勒尔拒绝了黄蜂更高薪资的报

价，选择了加盟湖人。 很显然哈勒

尔想要在湖人证明自己。 上个赛

季他虽然拿到了最佳第六人，但

是很多人质疑他的防守能力，并

且在季后赛期间传出来他跟快船

两位全明星球员莱昂纳德和乔治

不合的消息。

北京人和降级至中乙

从中超到中乙 一年内两连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11 月 21 日，

中甲保级附加赛打响第二回合的争夺，北

京人和与江西联盛战成 1:1，最终以两回合

2:3 的总比分落败，至此北京人和降级至中

乙联赛。 去年底从中超降级，本赛季征战中

甲再遭遇降级， 这支足协杯冠军经历急速

坠落轨迹。

今年中甲联赛同样采取赛会制， 在中

甲第一阶段，北京人和取得小组第三，险些

进入争冠组。 然而在第二阶段的保级组，该

队排名小组倒数第二， 只能通过附加赛保级。

在首回合的附加赛中， 北京人和以1:2负于

江西联盛。 第二回合的较量，虽然北京人和

在第16分钟，凭借刘鑫宇的进球取得领先，

但随后江西联盛外援埃德尔将比分扳平，

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 但同时宣告北京

人和以2:1的总比分降级至中乙。 北京人和

队史上经历了上海、西安、贵州和北京的迁

徙，该队曾经在2013年夺得足协杯冠军，甚至

在次年的超级杯中击败广州恒大夺冠。

阿兰庆祝进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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