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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视线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道：
2019 年最后一个夜晚，广东恒大
女排在冲击 2019-2020 赛季中
国女排超级联赛决赛征途上功亏
一篑，客场以 1 比 3 不敌上海女
排。 赛后主教练方岩重复得最多
的两个字就是“遗憾”。 不过他表
示这口气还不能松懈，1 月 7 日，
球队将与北京女排争夺第三名。

半决赛前两场比赛，上海队
和广东队各赢一场。 决胜场，双
方实力相当，上海女排虽然少了
外援利普曼，但前国手张磊填补
空缺，且占据主场之利，赛前方
岩便表示不可盲目乐观。

昨晚开场后，上海队果然来了
一个下马威， 以 25 比 15 大比分
先胜一局。 广东队以 25 比 20 扳
回一城后， 第三局一度以 12 比 8
和 18 比 14 领先， 但局末却被连
连追分， 最终以 27 比 29 输掉这
关键的一局。第四局从落后 5 分追
平到 14 分后， 广东队再次出现失
误。上海队毫不客气地以 25 比 21
赢下比赛，时隔两年再度获得决赛
参赛权，与天津队争冠。

这场比赛广东队只在发球
上以 5 比 1 领先， 扣球 60 比
68、 拦网 7 比 13、 失误送分 18
比 16 均处于下风。 上海队少了
利普曼， 但 35 岁的张磊跑动灵
活、出手果断，得到了 16 分。 美
国外援拉尔森昨天贡献了表现
最好的一场球，有 22 分进账，成
全场得分王。 广东队虽然科舍列
娃获得 21 分、栗垚 17 分、拉巴
德捷耶娃 14 分， 但快攻得分率
较低，两名副攻只有 17 分进账，

而上海队副攻得分达到了 22
分。 关键分的把握不够老练，拦
网和快攻不如对手，是广东队昨
晚落败的原因。

“太遗憾了！ ”赛后广东队主
教练方岩连连摇头，“第三局机
会球我们自己犯了错误，这种关
键的比赛，这样的错误是不可原
谅的，非常可惜！ ”在关键分的把
握上频频出问题，已经成为广东
队本赛季的痼疾，对此方岩也有
些无奈：“第二场比赛打完后，舆
论都认为决胜场上海队缺了利
普曼，我们占优势，实际上我知
道，上海队老队员多，打的时间
长，经验上、整体上都比我们好。
而我们本身有漏洞，比如拦网一
直比较弱，战术运用上也存在一
些问题。 关键分的把握更是一个
赛季都存在的问题，常常在简单
球的处理上出现错误，球员技术
上、心理上的问题都有。 ”

本赛季打入四强， 广东女排
其实已经完成了预设的目标，对
此方岩表示满意球队的整体表
现。“球队整个赛季的表现其实比
我想象中要好， 但是有机会继续
往前冲的时候，球员在信心上、经
验上都有点犹豫。 即使在球队打
得不太好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还
是有冲进决赛的机会， 最终没把
握住，我的遗憾其实在这。 ”

广东队将在 1 月 7 日客场
迎战北京女排，展开三四名决赛
第一场争夺。 对此方岩表示希望
球队不要泄气，“虽然很困难，还
是要继续努力，有始有终，不要
留下遗憾。 ”

曼联明晨将去挑战英超第 21 轮的对手阿森
纳，可是其中场球星博格巴却未随队出征，很可能
将缺席这场硬仗。 对此，曼联主教练索尔斯克亚未
直接回答媒体对此事的关切， 只是话里有话地说：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球员恢复健康， 我们不得不把
某些本应该上场的球员排除在阵容之外。 ”

博格巴此前因脚踝受伤缺阵 3 个月， 最近复
出在对阵沃特福德和纽卡斯尔两场比赛中再度替
补登场，并有良好表现。 如果他有求战欲望，索尔
斯克亚怎会不用他？

不过索尔斯克亚一句“不得不”，表明博格巴
近来的态度让曼联主教练无法再忍了。 据当地媒
体披露， 博格巴打了两场替补后， 已向索尔斯克
亚表示， 他需要更多时间休养， 后缺席了对伯恩
利之役。 博格巴在这期间却回法国参加了哥哥的
婚礼，还在社交网站更新了自己跳舞的照片，甚至
还踢了一场慈善比赛。 从各种迹象看， 博格巴如
今是小伤大养，甚至是消极怠工了。

与此同时， 博格巴的经纪人拉伊奥拉还语出
惊人：“现在我不送任何人去曼联，球王也会被他
们毁了。 ”他还说，“博格巴的问题就是曼联，这是
一家脱离现实，没有竞技计划的俱乐部。 ”

博格巴及其经纪人出格的言行， 终于让一直
护着他的索帅死心了，如今已将他打入“冷宫”，
恐怕已做好了“法国巨婴”离队的准备。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女排超级联赛

CBA 常规赛今晚上演“元旦
大战”———由排名榜首的广东东莞
银行队在主场迎战近况平平的深
圳马可波罗队。久违的“广东德比”
会否如以往般擦出耀眼的火花？

本赛季深圳队表现大起大落，
一度遭遇困境，球队目前在客场只
拿到一场胜利，甚至对目前排名第
18 的时代中国广州队都全部败

北，状态极为不稳定。 不过深圳队
一旦遭遇广东队似乎就充满力量，
这也是“广东德比”的魅力所在。

从已打完的 22 轮比赛来看，
广东队在缺少了周鹏的情况下仍
然显示出联盟超级强队的特质，
仅仅输给吉林及北控， 这两场球
也有一定的轻敌情绪及客场因
素。 上两场， 小外援布鲁克斯脚
踝扭伤缺阵， 但赵睿、 胡明轩和
徐杰三名后卫很好地完成了主教
练杜锋交给的任务， 尤其是胡明
轩已经连续五场比赛得分上双，
比上赛季有了长足的进步， 在布
鲁克斯不在的情况下， 他们都有
很强的存在感。 如今的广东队打

法整体， 战术成形， 不会受一两
名球员缺阵的影响， 这是他们之
所以一直笑傲联盟的基础。

上赛季打进四强的深圳队，
本赛季却令人有些看不懂。 主教
练王建军整个夏天都在带国奥
队，与全队缺乏合练；外援选择上
的不尽如人意， 都或多或少地使
全队的战绩受到影响。 已经打完
的 22 场比赛， 深圳队仅取得 10
场胜利，胜率还不足五成，尤其是
连续输给弱旅广州队、 同曦队及
北控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幸好
近期在中山分赛区的四场比赛中
赢下三场，特别是力克山东、江苏
两役，使士气有所回升。

因广东队的强势以及在主场作
战， 让这场比赛的胜负悬念似乎不
会太大。 但“广东德比”从来不会让
人失望，这场比赛同样看点多多。

首先， 深圳队打得好时发挥
会非常出色， 而每每碰到“老大
哥” 他们往往会迸发出惊人的战
斗力， 广东队主场不败纪录会否
在这场比赛终止？

从阵容上看， 广东队内线较
为单薄， 除了易建联之外板凳厚
度不足。 深圳队则相反， 他们拥
有李慕豪及沈梓捷两名本土“国
字号” 内线， 加上身高达到 2 米
18 的赵义明，阿联如何“吕布战
三英”，亦是此战的一大看点。

此外，布鲁克斯能否复出也是
一大看点。前两场比赛由于对手较
弱， 杜锋一直把他摁在替补席上。
尤其是上一场对江苏，布鲁克斯已
经显示在报名名单上，但由于比赛
进程没有太大波折，杜锋仍然没有
冒险让他登场。 此战深圳队，布鲁
克斯还能高挂免战牌吗？

这个赛季， 深圳队已绝杀了
新疆队和四川队， 说明球队的韧
劲很好，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对手，
他们都能够相持到最后时刻。 如
果这场球能够把悬念留到最后，
那么这场“元旦大战”将会给新年
的 CBA 开个好头。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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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广东东莞银行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本剑报
道：2020 赛季中超联赛冬季转会
窗口今天正式开启。 昨天，中国足
协发布 2020 赛季职业联赛政策调
整的通知，对入籍球员的报名和注
册资格进行规定：有三代以内华裔
血缘入籍球员，以国内球员身份进
行注册和报名； 对无血缘归化外
援，参照亚足联相关规定，符合入
籍满五年或具备国家队资格的入
籍球员，每家中超俱乐部最多可按
照国内球员报名一人，超过一人将
占用外援报名名额。若入籍球员均
不符合以上条件，以国内球员身份

进行注册，但占用外援报名名额。
中甲、 中乙俱乐部无该类球

员注册和报名名额。 若入籍球员
不符合上述条件， 则可以国内球
员身份进行注册， 但占用外援报
名名额。同时，同一赛季同一入籍
球员注册及报名身份不得进行变
更。 2020 赛季中超联赛的外援政
策调整为“上 4、报 5、注 6、累计
7”， 即每家俱乐部外籍球员注册
人数最多 6 人， 报名名单中最多
5 人，每轮比赛 18 人报名名单中
最多 5 人， 每场比赛同时上场最
多 4 人，全年累计注册 7 人。

中超·焦点

无血缘入籍球员
每队只有一人算内援

CBA 直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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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VS 深圳（广东体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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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女排无缘决赛

记者观察

关于 2020 赛季中超新政的
许多政策 ， 一周前就已经出台
了 ，唯独留下了 “入籍球员身份
界定 ”这一道口 ，赶在新赛季转
会窗开启前出炉 。 从内容看 ，这
一规定并不完美 ，但在目前情况
下可以说是相关方面各让一步
的结果。

入籍球员身份界定 ，最主要
的关系者就是广州恒大俱乐部 。
足协之所以迟迟未颁布相关政
策 ， 也是考虑到恒大俱乐部 、社
会舆论和其他各方的利益与感
受。 作为入籍球员政策的忠实执
行者 ，恒大在球员入籍一事上可
谓尽心尽力 ，以至于被外界贴以
“为国养士”的标签。 恒大招揽较
高水平的入籍球员 ，客观上确实

很有可能帮助国家队提升水平
和竞争力 ，成为国家队角逐 2022
年世界杯入场券的助推器。

如果只涉及国家队 ，相信入
籍球员的相关政策会变得简单 。
但回到联赛 ，入籍球员却成了一
个棘手的话题。 如果把这些入籍
球员全部算作内援 ，毫无限制地
都放在恒大队 ，代表恒大队征战
中超联赛 ，则必然使恒大队的实
力大大领先于其他球队 ，伤害到
中超其他球队特别是与恒大竞
争冠军的球队的积极性 ，联赛也
因此会失去公平性。 如果把这些
入籍球员都算成外援 ，则不仅对
恒大不公平 ，对入籍球员同样不
公平 ，整个中超联赛也会给人很
奇 怪 的 感 觉———明 明 已 经 拿 到

了中国护照 ， 代表中国队出战 ，
却在联赛里被当成外援 ，你让这
些入籍球员怎么想？

按照最新规定 ，恒大队将可
以在新赛季留下 5 名非华裔入
籍球员中的 3 人 ，其中 1 人算国
内球员 ，其余 2 人算外援 。 这已
经比之前传闻的所有非华裔入
籍球员都算外援且只能 “注 2 上
1”强很多 ，很好地补强了恒大队
的实力。 虽然与恒大希望的全部
按国内球员注册的想法有差距 ，
但新规定平衡了恒大与其他俱
乐部的各自心理诉求 ，也较好地
限制了恒大拉开与对手实力差
距的趋势。 这也算是恒大和对手
们各让一步 ，不完美中的较完美
妥协了。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入籍球员新政，双方各让一步

英超·前瞻

英超“领头羊”利物浦以 18
胜 1 平力保不败，堪称自成一档
的球队。利物浦在少赛一轮的情
况下，比排名第二的莱切斯特领
先 13 分， 曼城主帅瓜迪奥拉承
认追赶利物浦已经不现实。

利物浦夺得队史第一个英
超冠军的希望越来越大，不仅如
此，“红军”能否赶超阿森纳当年
神奇的 49 场英超不败纪录，也
成为球迷感兴趣的话题。

2003-2004 赛季，阿森纳以
26 胜 12 平的不败战绩夺得英
超冠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利
物浦抢分效率比当年那支传奇
的阿森纳高得多，利物浦本赛季
场均拿下 2.89 个积分， 阿森纳
当年在夺冠赛季场均只能拿下
2.37 个积分。

阿森纳的英超 49 场不败跨
越三个赛季， 包括 2002-2003
赛 季 的 最 后 两 轮 ， 还 有
2004-2005 赛季的前 9 轮。利物
浦却可能在两个赛季就实现 49
场不败， 上赛季在最后 17 轮力
保不败，上次输球还是上赛季第
21 轮也就是 2019 年 1 月 4 日，
在客场以 1 比 2 负于曼城。

阿森纳当年的不败纪录，以
亨利、皮雷、永贝里、维埃拉为主
导。 如今的利物浦攻击点更加丰
富，前场三叉戟马内、萨拉赫、菲
尔米诺身怀绝技， 马内和萨拉赫

在 2019 欧洲金球奖评选中分列
第四和第五， 还有奥里吉和沙奇
里等超级替补。 利物浦梦幻边后
卫阿诺德和罗伯逊堪称“两亿齐
飞”， 其总身价接近两亿欧元，上
赛季在英超的助攻数双双达到两
位数， 本赛季在联赛已经分别贡
献 8 次和 5 次助攻。 主帅克洛普
手下还有现役世界第一中卫范戴
克和门神阿利松， 范戴克不仅在
防守端坚如磐石， 更有在关键时
刻利用定位球破门的能力以及精
准长传。 即使未能发挥最好的水
平，利物浦还是能够连续获胜，这
就是“红军”的强大之处。

利物浦已经在 36 轮英超保
持不败，未来 5 轮的对手也就是 1
月份的对手依次是谢菲联、 热刺、
曼联、狼队、西汉姆。 4 月 4 日，利
物浦将在英超第 32 轮客场挑战曼
城， 如果不败纪录能够继续保持，
就可以取得 49 轮英超不败。

作为过去两届英超冠军，曼城
现在比少赛一轮的利物浦落后 14
分。 前巴塞罗那中场巨星哈维认
为：“曼城在联赛大幅度落后于利
物浦， 这让主帅瓜迪奥拉很受伤，
不过他不会就此放弃。 尽管如此，
瓜迪奥拉还是会变得现实起来，目
前看来他们不可能实现英超三连
冠。 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瓜迪奥
拉很可能会优先考虑欧冠。 ”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利物浦追赶阿森纳

英超 49 场不败纪录待破

未随曼联出征挑战阿森纳

索帅将博格巴打入“冷宫”

中国足协对入籍
球员报名和注册资
格做出新规定———

看点多多“广东德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