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广州市青少年足球
欢乐日昨天在广州市海珠区燕
子岗体育场举行。

本次欢乐日现场设置了 3 对
3 足球赛、 飞跃人墙、 二过一射
门、精准射门、绕杆射门比赛、颠
球挑战赛等活动， 具有较高的趣
味性、可塑性和观赏性。活动吸引

了广州市的足球培训机构、 俱乐
部、学校等超过 400 名 7 岁至 13
岁少年儿童及其家长参与。

本次活动由广州市体育局、
广州市足球协会主办，广州市友
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青岛
新新体育用品有限公司、锐克体
育鼎力支持。 (林本剑 )

英超·今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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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队能顺利取得一场大
胜， 除了开局打出行云流水般
的攻势并迅速拉开分差外，与
年轻球员的出色表现也有很大
关系。

这场比赛， 深圳队主教练
王建军叫了五次暂停， 除了一

次是易建联快攻后叫的以外，
其余四次都是广东队年轻球员
得分后叫的。 第二节，曾繁日快
攻得到两分，广东队以58比37
领先，深圳队叫暂停；2分多钟
后， 又是曾繁日打三分成功，
迫使王建军再叫暂停； 第三
节， 杜润旺连续两记三分命
中，分差拉开到 92比 56，深圳
队叫停；几分钟后，胡明轩快
攻得分，96比59， 深圳队不得
不再次叫了暂停。

这几次广东队的攻击，都
由年轻球员完成最后一攻并
成功地转化为得分；也正是他
们在此战的出色表现，使主力
有了较长的休息时间。 像易建
联， 全场只打了24分33秒，是
近几场赛事中上场时间最少
的，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拿下
22分8篮板，效率极高；赵睿打
了 17分钟、 任骏飞打了29分
钟、 威姆斯打了28分钟……这
些主力上场时间都比他们的场
均时间要短。

广东队的年轻球员此战状
态极佳，胡明轩11投10中，砍下
24分， 同时还拿下4篮板3助攻
2抢断，表现极为全面；杜润旺

三分球4投3中； 曾繁日上场时
间超过20分钟， 是近期上场时
间最多的，他得到7分9篮板。在
他第二节下场时， 杜锋罕见地
摸了摸他的头表示鼓励， 引来
全场一阵哄笑。

细心的球迷会发现， 最近
几场比赛杜锋像变了个样———
以前对球员几乎都是批评、吼
叫的他，变得“温柔“起来 ，对
此，他在赛后作了解释。

“周鹏、苏伟的受伤，使我
的压力非常大。 要知道，周鹏是
一名能防1到5号位的球员，他
的作用很难用得分来衡量。 赛
季初我之所以对年轻球员的要
求如此严格， 是希望他们能够
早一些适应一队和CBA的节
奏，达到队伍的战术要求。 而最
近他们都有了不小的提高，像
胡明轩投篮越来越稳， 杜润旺
的三分也不错，曾繁日、徐杰、
王薪凯、 万圣伟等也都各自有
了进步， 现在我更多地以鼓励
为主。 如果不是此前对他们近
乎苛刻的要求， 他们能有这样
的进步吗？ ”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发自东莞）

广东队
新年开门红

CBA常规赛昨
晚进行了第23轮的
最后三场比赛，坐镇
主场的广东东莞银
行队只用了一节时
间便击溃对手 ，以
132比104大胜深圳
马可波罗队，取得新
年开门红，同时这也
是广东队本赛季主
场取得的11连胜。

新政下，恒大入籍球员怎么选？
入籍球员的身份认定

已经由中国足协在日前确
认 。 在新政下 ，恒大新赛季
选择入籍球员并不会有太
大难度。

根据中国足协的规定 ，
三代以内华裔血缘的入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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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国
内球员身份进行注册， 但占
用外援报名名额。

从上面表述可以看出 ，
注册和报名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 已经入籍的球员在新
赛季可以国内球员身份注
册， 但在报名时究竟是国内
球员还是外援，需要区别。恒
大队目前已经入籍的球员有
布朗宁、艾克森 、高拉特 、阿
兰和阿洛伊西奥， 另一名球
员费尔南多要在今年6月才
能拿到中国护照。 按照新赛
季中超外援 “上4、报5、注6、
累计7”的政策 ，恒大在赛季
初可以报名五名外援。 布朗
宁因为有华裔血统， 在新赛
季中超将自动成为国内球
员， 无需占用外援名额。 这
样， 恒大外援只剩下保利尼

奥、塔利斯卡和朴志洙，还可
以再报名两名外援。

名义上， 可以竞争恒大
队唯一入籍国内球员名额的
是艾克森、高拉特、阿兰或阿
洛伊西奥这四名球员。 四人
入籍均不满五年， 但艾克森
是目前唯一具备代表中国队
参赛资格的球员， 故把这一
个名额给艾克森， 是最保险
的做法。当然，如果其他三人
在2月28日转会窗截止前也
可从国际足联处拿到代表中
国队出战的资格， 同样可以
竞争这一名额， 但从目前来
看，难度不小。

剩下的就是在高拉特 、
阿兰和阿洛伊西奥之间三
选二 ，选择两人作为外援报
名。 高拉特和阿兰都曾在恒
大队效力 ，与主教练 、球员
都非常熟悉 ，在年龄上也比
阿洛伊西奥有优势 。 因此 ，
选择高拉特和阿兰的可能
性更大 。 至于费尔南多 ，因
为还没有入籍 ，且与河北华
夏幸福还有合同在身 ，暂时
应不会在卡纳瓦罗的考虑
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 ，新赛季中超
中恒大队的选择并不难。 艾
克森和布朗宁报名国内球
员 ，高拉特和阿兰则将作为
外援来报名 ，阿洛伊西奥继
续外租。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羊城晚报深圳讯 记者魏超然报
道：由腾讯体育主办的“地表最强 12
人 -2020 直通釜山” 昨天在深圳罗
湖体育馆打响， 此前宣布因崴脚退
赛的刘诗雯也出现在了比赛现场，
不过她的身份由参赛球员变成了解
说。 此前，她已经投入到了恢复性训
练当中。

刘诗雯是国乒在海口集训期间
意外崴脚的。 她昨天表示，直通赛对
队员来说是一个机会和磨练， 可惜
她因为意外导致脚踝部分受伤。 刘诗
雯透露，在海口，她一直在做恢复和
治疗，希望能赶上比赛，但国乒的康
复师和队医都叫她不要着急，同时担

心她因参加高强度比赛造成二次扭
伤，建议她放弃这次直通比赛。 刘诗
雯最终选择听从建议，并希望自己能
够顺利出战本月底进行的 2020 德国
乒乓球公开赛。

刘诗雯昨天已投入到恢复性训练
当中，特别是训练了自己的移动和步
伐。 她的脚步移动相当迅速，频率也
很快，显示脚伤恢复情况良好。 比赛
现场，刘诗雯走路步伐已与常人无异，
预期很快就能彻底摆脱脚踝伤势。

刘诗雯昨天解说了原本应该和
她搭档参赛的许昕的两场比赛，结果
许昕取得全胜，最终许昕 / 孙颖莎夺
得新年首项乒乓球赛事的冠军。

羊城晚报深圳讯 记者魏超然
报道：昨天是新年第一天，但国乒全
体成员没有休息， 都投入到紧张激
烈的“地表最强 12 人 -2020 直通釜
山”的比赛当中。 昨晚在深圳罗湖体
育馆，许昕和孙颖莎组成的“昕颖”
组合以超强实力笑傲群雄， 夺得混
双冠军， 也是新年首项乒乓球赛事
的冠军。

在刘诗雯因脚伤退赛之后，许
昕和孙颖莎这对在去年德国公开赛
搭档过一次的组合临时再配对。因磨
合时间只有短短几天，两人在昨天下
午首场对阵梁靖崑 / 陈梦的比赛中
还未完全进入状态，一度被对手逼至
2 比 2 平；其中第四局，“昕颖”组合
在 10 比 6 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
6 球逆转。 好在两人及时进行了调
整，最终以 4 比 2 涉险过关。

但到了晚上比赛时， 两人的默
契程度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许昕 /
孙颖莎、樊振东 / 顾玉婷、马龙 / 丁

宁展开“血战到底”循环赛，在樊振
东 / 顾玉婷以 3 比 1 击败马龙 / 丁
宁之后， 许昕 / 孙颖莎背负压力出
场对阵樊振东 / 顾玉婷，只要落败，
樊振东 / 顾玉婷就将以两胜的成绩
夺冠。“昕颖”组合没有让对手如愿，
以两个 11 比 8 先下两局，尽管樊振
东 / 顾玉婷以 11 比 6 扳回一城，但
第四局“昕颖” 组合还是以 11 比 9
锁定胜局。

随后“昕颖”组合迎战大满贯冠
军组合马龙 / 丁宁。马龙 / 丁宁首局
一度取得 8 比 2 的巨大优势， 但许
昕 / 孙颖莎没有放弃， 许昕持续给
丁宁施压，两人迅速将比分扳平，并
以 11 比 9 逆转拿下首局。 此后两对
组合奉献了两局精彩的对攻大战，
但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昕颖” 组合
技高一筹。 最终，许昕 / 孙颖莎以 3
比 0 击败马龙 / 丁宁， 以两连胜的
佳绩夺得本次直通赛混双冠军，也
是 2020 年首项乒乓球赛事的桂冠。

热刺主教练穆里尼奥绰号
“狂人”，含两层意思：一是执教
本事大， 往往能将不可能变成
可能；二是性格冲动，情绪容易
失控， 常常做出令人匪夷所思
的事情。 第一层意思在他执教
初期表现较为明显， 而近几年
他则多展现第二层意思。 今晨，
热刺做客以 0 比 1 不敌英超第
21 轮的对手南安普顿， 穆里尼
奥开启了“狂人模式”的第二层
意思———怼天、怼地、怼空气，不
合时宜地成了场上的主角，他跑
到对手教练席偷看对方的战术

布置，为此还吃到了黄牌。
此役，热刺踢得很差，攻防如

一盘散沙。 虽然他们控球率达到
58.9%，但传球成功率只有74.1%，
全场传球失误多达128次。 这使得
热刺攻防都难以形成一个整体，
从第17分钟被对方的因斯破门
后，他们就一直处于被动。

此役， 热刺的运气也不太
好 。 恩东贝莱第 25 分钟就受
伤，被洛塞尔索换下；第 71 分
钟， 阵中头号射手凯恩因伤也
被换下 。 此外，VAR 也与热刺
“作对”，先是阿里补射，与扑其脚

下球的对方门将麦卡锡接触倒
地， 主裁判迪恩通过 VAR 确认
未罚点球；继而凯恩推射破门，又
被 VAR 确认是越位在先。

在手下表现不佳、 球员受
伤和 VAR 判罚不利于己队的
三重刺激下， 穆里尼奥整场比
赛一直都喋喋不休， 不停地抱
怨，却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穆里尼奥
竟然到对方教练席面前， 探头
看对方助理教练正在书写的内
容。 迪恩得到第四官员提醒，到
场边向穆里尼奥亮出黄牌。

穆里尼奥场上各种不得体
的行为也惹怒了南安普顿的球
迷，他们以响亮的歌声回敬“狂
人”，大意是“你不过是个狗屎
版的波切蒂诺”！

不过迪恩给穆里尼奥的黄
牌并不能让他冷静下来。

恩东贝莱受伤完全是意外，
但穆里尼奥赛后却抱怨说：“恩
东贝莱总是受伤，他伤了，然后
好了，参加一场比赛又伤了，我
觉得这大概是他本赛季第十次
受伤了吧！ ”

对 VAR， 穆里尼奥就更口

无遮拦：“那些场上的裁判，他们
不是裁判，而是助理，真正的裁
判另有其人，他们（VAR）才是在
比赛中作出重大决定的人。“

对自己领到的黄牌，穆里尼
奥倒是认账，“我认为黄牌很公
平， 我的行为确实很粗鲁”，但
话锋一转他又说，“我是对一名
白痴很没礼貌的”。 据当地媒体
证实， 穆里尼奥是在骂对方教
练组的某人。

此役，热刺输球，穆里尼奥
输了人品。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到对手教练席偷看战术 穆帅“迷惑行为”招黄牌 国乒直通釜山赛

“昕颖”组合夺新年首冠

刘诗雯坐上解说席
她脚伤恢复良好，已投入训练

简
讯

在主场以 132

比104大胜深圳队

CBA·焦点

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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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羊城晚报，广东海之韵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联合举办的广州新年舞会已经成功举办了 19
届，今年是第 20 届，衷心感谢羊城晚报的鼎力支
持！ 羊城晚报社已经是第 13 年与海之韵文化传
播强强联手 ，共同主办广州新年舞会 ，体现了广
东的媒体与企业合力打造本土文化品牌 、 丰富
人民文化生活的努力和担当。

一直以来，广州新年舞会有幸得到多家热心
企业和组织的关注与支持。 感谢美国邓恩涂料公
司 、广东许钦松艺术基金会的支持 ；感谢广州蓝
泉酒业有限公司、广东环球之星设计制作公司二
十年来给予广州新年舞会的无私帮助；感谢花园
酒店不断地给予广州新年舞会的大力协助。

我更要特别感谢新年舞会的台前幕后 ，在新
年舞会的舞台上绽放过光彩的新老艺术家们 、
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所有志愿者们 ， 感谢你们的
辛勤付出！ 你们无私的奉献，与舞会的二十芳华
同辉互映 !

欢迎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继续关注和鼎力支
持！ 祝愿 2020 广州新年舞会圆满成功举办！

“潮起湾区，鼓舞羊城”

今年 1 月 22 日（年廿八），由羊城晚报和广东海之韵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广州新年舞会将如约而至，在广州花
园酒店国际会议中心热闹迎宾。

即将迎来 20 岁生日的广州新年舞会， 承载着广州人对文
化艺术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广东海之韵文化公司总经理、广州
新年舞会总策划人胡慧莲透露，近期有不少来自社会各界的热
心人士都向组委会询问今年新年舞会的筹办情况，并称赞新年
舞会多年来坚持传播高雅艺术、弘扬主旋律的积极态度，“大家

对新年舞会的关心和期望，同时也是对我
们的激励和支持。 ”

今年， 新年舞会将以不变的优雅、欢
乐和祥和，与广州市民共度春节前夕的美
好时光。

经过多年的发展， 以国标舞的独特形
式贯穿全程，集综合艺术为一体的广州新
年舞会，已经成为羊城新春佳节的一个时
尚社交平台和文化盛会。

在保留了往年的典雅精致风格之余，
本届新年舞会更显大气。 胡慧莲向记者介
绍，本届舞会主题定为“潮起湾区，鼓舞羊
城”，体现出新年舞会立足广州、展望湾区
的广阔视野和强大气魄。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请柬蕴含了颇多
巧思，直观地呈现出本届舞会的主题。 请柬
延续了一贯的设计元素：以高贵的渐变紫色
为底色，主视觉为一对男女在盛开的花朵中
翩翩起舞的剪影。 在请柬的衬底上，除了印
有广州塔、IFC 等广州地标外， 还加入香港
中银大厦、澳门大三巴等港澳地区标志性建
筑物的剪影。本届新年舞会的请柬已于近日
发出，收到请柬的嘉宾可以留意欣赏。

悠悠 20 载， 广州新年舞会是专属
于广州市民的集体回忆。 本届舞会把
20 年来的成长轨迹和历史瞬间融入其
中， 与大家分享共同走过的美好岁月。
今年，首届新年舞会的主持人和歌唱家
即将回归， 为新年舞会带来表演和祝
福；场地上，今年也将复刻首届舞会的
布置。

新年舞会的一众老朋友自然也不

会缺席。 国家一级演员、青年女高音歌
唱家周小雨带来一份特殊的礼物：她将
在新年舞会上演绎粤语歌曲，表达对这
座城市和新年舞会的热爱。 此外，男高
音歌唱家熊家源先生连续 20 年担纲主
持和演唱，他的好搭档———电视主持人
邓楚晴同样会担纲双语主持；“金童玉
女”李白和张朝夕今年将带来更加精彩
的歌唱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舞会

还特意安排了“不老情歌”环节，由男女
歌唱家对唱，为舞会带来一抹亮丽的色
彩。

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本届舞会在程
序编排、舞曲选择、舞种搭配、演员挑选
以及演唱曲目等方面均力求突破，选曲
上侧重凸显祖国繁荣稳定的爱国歌曲
和人们耳熟能详的粤语歌曲，为广州市
民带来积极向上的新年新气象。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广州新年舞会总策划人胡慧莲说：新请柬立新意

老朋友来相会

广州新年 如约而至
主持人熊家源和邓楚晴

多 位
艺 术 家 都
是 新 年 舞
会 的 “ 老
朋友”

歌唱家周小雨 歌唱家张朝夕和李白

注：本版配图均为往届新年舞会图片
摄影 / 汤铭明、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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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新年舞会盛况

专业舞者带来拉丁表演

嘉宾们欢乐起舞

舞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