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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恒大方

面已为“暴力鸟”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

的离队开了绿灯，下赛季如果恒大阵中

没有“外援”，球迷也不需要过于惊讶。

这个消息，就连西班牙媒体都跑出来凑

了热闹，不过他们总结的原因是因为疫

情和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更有可能的还

是因为中国足协的各项限制性政策所

导致的。

恒大原本的“亚外”朴志洙因为回

韩国服兵役，去年年底已经离队，恒大

方面也没有着手进行人员补充。 如今，

在工资帽、注资帽等等一系列限制性政

策下， 恒大在 2021 年很有可能极致压

缩开支。 如果价钱合适，保利尼奥和塔

利斯卡都可以转会离开。目前卡纳瓦罗

率领教练组已经抵达上海，正在接受隔

离，阿兰、洛国富也已在上海隔离检疫

当中，但是塔利斯卡依然没有回广州的

任何消息。 据了解，保利尼奥和塔利斯

卡新赛季离开恒大的可能性很大，但与

塔利斯卡不同，保利尼奥可能还是会先

回广州与俱乐部商谈之后再决定下一

步怎么走。 恒大的冬训日期定在 1 月

22 日，所以球队人员陆续归队。 对于教

练组、外援和归化球员的归程，俱乐部

方面三缄其口，拒绝向媒体透露任何消

息，有消息传出费南多和蒋光太也已经

启程回国，保利尼奥有可能会与费南多

同行。

这几个赛季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

都是恒大队内“大腿”，尽管后者伤愈复

出后状态未能恢复到最佳。在中超限薪

及投资限制的背景下，俱乐部和外援都

有各自打算，中超新赛季依然会是封闭

式赛会制进行，不少外援对此也有自己

的考量。 有知情人士透露，保利尼奥和

塔利斯卡都正在与恒大讨论新赛季转

会事宜。

尽管保塔对球队非常重要，目前恒

大对于两人离队是持开放态度，不过离

开的话就必须保证俱乐部的一定权益，

毕竟两人都还有合同在身。保利尼奥合

同是到 2022 年 6 月底， 塔利斯卡合同

是 2022 年年底。西班牙媒体的说法是，

恒大计划在 1 月 22 日开启新赛季备战

工作，但保利尼奥不会出现在基地。

恒大新赛季将会把重点放在培养

更多年轻球员身上，而且也需要处理好

队内的归化球员。如果保利尼奥和塔利

斯卡转会离开的话，包括阿兰、高拉特

等归化球员必定会回到球队。最新的消

息是，郑智有可能召回老搭档荣昊。 虽

然后者不招卡纳瓦罗待见，但毕竟是恒

大多年的功勋老臣， 技术风格实用，目

前外租在外，状态还保持得不错。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时

间昨日，NBA 传出重磅交易，篮网、步

行者和骑士等完成四方交易， 哈登转

投篮网， 与杜兰特、 欧文组成“三巨

头”。

2012 年，哈登加盟休斯敦，首个

赛季他带领球队时隔 4 年重返季后

赛。尽管随后的 7 年里，哈登经历了起

起伏伏，与球队的关系磕磕碰碰，但在

他眼里，自己就是全联盟最好的球星。

去年 12 月， 哈登不仅未出现在球队，

还不遵守防疫规定，引起管理层不满。

在球队败给湖人比赛后， 哈登扬言：

“我爱这座城市，我真的已经做到了我

可以做的一切。但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很多事情我真的无力改变， 我和球队

的关系已经不可修复。 ” 对于哈登来

说，加盟拥有杜兰特和欧文的篮网，球

队将成为一支有望冲击总冠军的球

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为备战

2022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李

铁执教的中国男足将于 1 月 22 日至

2 月 10 日在海口展开年内首期集训。

昨日，中国足协公布新一期国足名单，

北京国安 7 人入选成为国脚大户，归

化球员阿兰首度入选。

尽管亚足联目前仍未确定剩余的

40 场强将采取何种赛制在哪里举行，

此前亚足联强调要在 6 月 15 日之前

打完 40 强赛的赛程。 对于国足来说，

备战工作仍然要稳步推进。 昨日出炉

的国足名单较此前有不小的变化，北

京国安取代广州恒大成为“国脚大

户”，入选队员包括于大宝、李磊、张稀

哲、张玉宁、于洋、王刚、池忠国，而恒

大亦有多达 6 人入选。

本期集训队员中，30 岁以下球员

只有 11 人。 在归化球员方面，阿兰首

次入选， 他与艾克森是本期仅有的 2

名归化球员， 蒋光太和李可因疫情滞

留英国，而洛国富则落选。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

间昨日，在德国杯第 2 轮中，拜仁客场

对阵德乙球队荷尔斯泰因基尔。 比赛

中，拜仁两度领先，但都被追平，120 分

钟内两队战成 2:2。点球大战阶段，格利

奥斯扑出了罗卡的点球，拜仁点球大战

5:6、 总比分 7:8 不敌荷尔斯泰因基尔，

爆冷出局。

一场原本应该是走程序般的胜利，

但是拜仁慕尼黑却因为最后时刻的疏

忽被拖到了点球大战。 21 年以来，拜仁

再度被低级别球队在德国杯淘汰出局。

这场失利再度暴露出了拜仁目前最大

的两个问题：后防混乱与替补实力差。

德国杯的交锋，是基尔与拜仁在正

式比赛中首次交手。 本赛季在德乙联

赛，基尔表现出色，目前排名德乙第三，

但也只比榜首的汉堡少 1 分而已。稳固

的防守是基尔立身之本， 他们在 15 轮

德乙联赛中只丢了 14 球， 是德乙防守

最好的球队。 这场比赛之前，拜仁在德

国杯比赛中已经取得 13 连胜， 而德国

杯的连胜纪录是拜仁在 2012 到 2015

年期间创造的 15 连胜。谁也没有想到，

强大的拜仁竟然在基尔身上栽了跟头，

12 年来拜仁在德国杯首次未能在 90

分钟内搞定低级别球队。

基尔的射手巴特尔斯成为了比赛

的英雄， 他先是打进了扳平的一球，然

后又在点球大战中最后一个出场罚进

关键点球。拜仁球迷则在社交平台上疯

狂嘲讽罚丢点球的马克·罗卡， 有球迷

说：“原本主帅弗利克想让他踢 1 分钟

（补时

3

分钟，罗卡在第

92

分钟替补出

场）

，结果他踢了半小时，最后还秀了下

脚法，实在是出乎弗利克的预料。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北京时

间昨日，英超热刺在一轮补赛中主场被

富勒姆1:1逼平， 积分排名继续下滑至

第6名。 同日补赛的曼城则主场1:0小胜

布莱顿， 取得联赛4连胜暂升至积分榜

第3，同时曼城还少赛一轮。

这个周中补赛的3支豪门球队，曼

联通过补赛赶上联赛17轮的进度条，登

上积分榜榜首。 虽然还少打一轮，曼城

通过补赛升至第三位，随时威胁利物浦

榜眼位置。 但补赛后的热刺也打满17

轮，距离曼联足足有6分之多，球队近8

场只赢2场。更令球迷费解的是，现在热

刺的比赛场面也很难看，本场孙兴慜罕

见地一脚打中立柱，错失以往十拿九稳

的单刀球，但球队丢分不怪他，全因下

半场后防失魂丢球酿成了平局。

热刺上一场足总杯尽遣替补出战，

本场主力悉数回归，凯恩、孙兴慜、恩东

贝莱和西索科组成攻击线，贝尔和阿里

都坐在替补席上。无疑是在释放一个信

号，那就是这场比赛不容有失，必须在

主场全力拿下3分。对穆里尼奥而言，这

个3分太重要了， 拿到就能保证球队位

列积分榜的前三位，结果却大失所望。

热刺此役的落寞与前几次痛失好

局非常相似，都是在开局阶段取得了进

球，可惜球队在1:0之后踢得太过保守，

最终在富勒姆的不断狂攻下城门失守。

这是热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领先之后

开始摆大巴，踢得非常保守和实际。 如

果穆里尼奥的战术在接下来还是如此

保守，热刺就将彻底退出争冠行列。

此外，队内头号射手孙兴慜的状态

也非最佳， 他有3次绝佳机会都与进球

失之交臂。 孙兴慜不够稳定的特点似

乎又开始慢慢显现出来，在赛季初段一

度场均一球的“亚洲一哥”，在最近热刺

的低谷期几乎完全哑火，孙兴慜的状态

好坏直接影响着热刺的进攻效率。最近

3 个赛季，孙兴慜总能在赛季某个阶段

迎来爆发，可好景总是维持不长，不是

遭遇伤病问题就是因为状态突然下滑

而结束，“亚洲一哥”无法像凯恩那样时

刻都成为球队攻防两端可倚仗的球员。

恒大舍弃大腿？ 保利尼奥或离队

“暴力鸟”预计会先回广州，与恒大商谈转会事宜

走过场比赛被拜仁踢成大笑话

德国杯第二轮遭德乙球队淘汰

领先后又集体梦游

热刺连英超前四都没保住

国足2021首期集训名单出炉

国安入选人数超恒大

NBA四队达成大交易

哈登杜兰特欧文

组“三巨头”

集训名单

江苏苏宁：

吴曦、李昂

广州恒大淘宝 ：

艾克森、阿兰、刘殿

座、韦世豪、徐新、梅方

北京中赫国安：

于大宝、 池忠国、李

磊、张玉宁、张稀哲、于洋、王刚

上海上港：

颜骏凌、王燊超

山东鲁能泰山：

蒿俊闵、 金敬道、郑

铮、吴兴涵

上海绿地申花：

曾诚

河北华夏幸福：

尹鸿博

广州富力：

唐淼

武汉卓尔：

明天、董春雨

长春亚泰：

谭龙

保利尼奥 （面向 ）和塔利斯卡 （背

向）新赛都可能离队。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