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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语专家：让球场内外的秘密无所遁形体坛热话

本泽马本泽马（（左左））与队友拉莫斯赛后交谈与队友拉莫斯赛后交谈 图图//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12月13日：广马开跑
只设全程马拉松，参赛名额2万人“不缩水”

广马已成为广州市的名片 图/视觉中国

广州恒大外援保利尼奥（左）梅开二度 图/视觉中国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078号

彭旭乔：
本会已于2020年8月11日受理申请人广

州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你方及兰美洪关
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
第11191号，现定于2021年3月2日上午9:30
在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
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3月23
日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3月
30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079号

何海文：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7日受理申请人深

圳前海融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9911号，现定于2021年3月2日上午10:00在
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
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3月23日
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3月
30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080号

李杨：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7日受理申请人深

圳前海融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9915号，现定于2021年3月2日上午10:30在
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
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3月23日
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3月
30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3日

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1081号

华春来：
本会已于2020年7月17日受理申请人深

圳前海融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与你方关于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0）穗仲案字第
9917号，现定于2021年3月2日上午11:00在
广州市沿江中路298号江湾大酒店A座8楼仲
裁庭室开庭审理，仲裁庭于2021年3月23日
作出裁决，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2021年3月
30日前。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3日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
道：2020广州马拉松昨天启动
报名，比赛将于 12月 13日（星
期日）鸣枪开跑。今年广马最大
的变化是只设置马拉松（42.195
公里）项目，参赛名额仍为 2万
人，限年龄20岁以上（2000年12
月 31日以前出生）的选手报名
参加。

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吴民
春表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广马适当减少人数，至
于广马是否就此进入全马时代，
组委会将经过今年的试验再确
定。

2020广州马拉松赛如期举
办，彰显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
政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坚定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
和决心，对赛事持续健康发展、
推动广州体育名城建设具有积
极意义。组委会把疫情防控工
作放在赛事筹办工作的首要位
置，也令本届广马与往年相比有
几大明显的变化。

由于只设置全程马拉松，所
有报名选手都需提供近三年内
完成马拉松或半程马拉松项目
的完赛证明，线上马拉松成绩无
效。参赛人员范围也有所调整，
仅接受来自中国内地低风险地
区选手报名，不接受来自内地
中、高风险地区和境外（含港澳
台）选手报名参赛（长期在内地
低风险地区的外籍及港澳台选
手除外）。

组委会增加个人情况申报
以及选手需要提交核酸检测证
明，对参赛选手的数据进行定期
筛查。如参赛选手于开赛前14
天曾前往疫情风险等级为中、高
风险地区，组委会将及时予以劝
退。此外，若报名成功后至比赛
日期间，选手所处地区新冠肺炎
疫情风险等级由低风险上升为

中、高风险，组委会将取消其参
赛资格，并予以退费或保留参赛
名额至下一年度。

选手在下载领物单时，需要
再次进行个人情况申报；抵达博
览会现场领取参赛物资及号码
布时，需提交本人检测日期为
12月 7日及以后的有效新冠肺
炎核酸检测阴性纸质证明，并提
交本人签字的纸质版《健康安全
责任承诺书》（赛前于官网下
载）。为了方便选手进行核酸检
测，组委会将会公布核酸检测推
荐医院名单。

广马筹备期间，组委会将根
据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赛事
安排。

今年广马比赛路线与去年
基本一致——起点设在天河体
育中心，终点设在花城广场。

广马报名将持续至 11月 8
日 17时。与往年一样，如果报
名申请人数超过项目设定名额，
将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参赛者，中
签结果将于11月中上旬公布。

组委会依旧为忠实跑者和
精英跑者设置直通通道，免抽签
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忠实跑者
是指连续八年（2012年至 2019
年）参加广州马拉松赛（不论项
目）的跑者；精英跑者是指参加
历届广马，男子马拉松成绩达到
3小时30分以内、女子马拉松成
绩达到3小时50分以内。

广马的公益、慈善名额仍为
300席，选手可登录广马官网参
加公益、慈善报名，名额先到先
得，额满即止，所筹款项将用于
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及慈善
捐助。

吴民春表示，目前广州的马
拉松包括广州马拉松、黄埔马拉
松、花都马拉松和从化山地马拉
松，明年还计划增设南沙马拉松
与滨海马拉松。

昨晚在 2020中超半决赛
次回合，广州恒大以 3比 1力
克北京国安，以两回合总比分
3比 1晋级决赛，将与江苏苏
宁争夺冠军。

“吹响”反攻号角
广州恒大主教练卡纳瓦

罗昨晚在场边的表现与上一
场迥异。首回合较量，卡纳瓦
罗在比赛前20分钟就摔烂了
四瓶矿泉水，显得很“上火”。
昨晚，卡帅非常淡定且调皮，
吹口哨成为最常用的指挥方
式。

卡帅从比赛第 20分钟起
就表演“口哨秀”。当时，恒
大队的阵形压得有点靠上，
卡帅把双手放在嘴里吹了口
哨，双手示意往回收。整个
上半场，广州恒大祭出防守
反击战术，卡帅显然不想球
队太过于压上。第 32分钟，
国安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卡
帅见盯人防守有漏洞，又吹
响了口哨，并伸出两根食指，
要求队员注意人盯人。一分
钟后，韦世豪在前场“踩单
车”赢得角球，卡帅在场边猛
吹口哨，吹响恒大队反击的
号角，示意队员们往上压。
结果三分钟后费南多就获得
点球，塔利斯卡主罚命中，恒
大队取得领先。

据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
统计，卡帅在场边吹口哨不
下于 20次，每次吹口哨时总
会伴随手语和身体姿态，队
员们根据他的哨音和动作，
就会做出相应的变化。由此
可见，卡帅的口哨和肢体语
言 也 是 临 场 指 挥 的 重 要 内
容。

赛后，羊城晚报记者询
问卡帅吹口哨指挥一事。“吹
口哨指挥，有时候是因为我
的嗓子喊不动了。小时候我
经常学习吹口哨，我妈妈要
求 我 不 要 把 手 放 在 嘴 巴 里
吹，我也想不用手就能吹出
好听的口哨，可发现很难”。
卡帅还透露：“在特殊情景
下，我用吹口哨的方式与场

上队员进行沟通，但其中更
多的含义还是要保密，不能
告诉你。”

决赛“很有意思”
在恒大队的大巴下午从

酒店出发开往苏州市奥体中
心的路上，另一场半决赛上海
上 港 对 阵 江 苏 苏 宁 正 在 进
行 。 卡 纳 瓦 罗 在 车 上 拿 出
iPad，一路观看到苏州奥体中
心体育场。恒大队抵达奥体
时，比赛还在进行，卡纳瓦罗
顾不上球队的赛前适应场地
训练，依然“沉迷”于上港队与
苏宁队之战。

“那场比赛，当苏宁队被
罚下一人后，我当时的感觉
是，苏宁队有可能会赢下比
赛”——卡纳瓦罗赛后如此
表 示 。 看 到 记 者 疑 惑 的 表
情，他进一步解释：“因为苏
宁队少一人作战后，思想会
更加统一，后面的技战术打
法会更加坚决，所以我觉得
胜利的天平可能会向苏宁队
倾斜，苏宁队能赢下比赛。”
苏宁队果然经过加时赛以 2
比 1获胜，以两回合总比分 3
比 2淘汰上港队，率先晋级
决赛。

与苏宁队会师决赛出乎
不少人的意料之外，卡纳瓦罗
则直呼决赛“很有意思”。他
说：“不光恒大苏宁两个集团、
两位老板的关系很好，我和苏
宁队主教练奥拉罗尤关系也
很好。但决赛与友谊没有任
何关系，谁最强谁夺冠，我希
望到时候两位老板能坐在一
起看球。”

他还透露：“在大连比赛
时，我还与奥拉罗尤开玩笑，
说如果我们能在决赛中相遇
多好。当时看他们球队比赛，
三条线没有特别大的短板。
也祝贺苏宁队越过了很强大
的对手进入决赛。接下来我
们要认真准备决赛。”

决赛的两回合较量将于
11月8日和12日进行。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发自苏州）

羊城晚报讯 记者苏荇报
道：第六届广州户外运动节

“2020中国银行幸福时光?亲子
户外营地体验活动”日前在从
化阿婆六茶花谷和溪头村举
行，100多个亲子家庭报名参
加，访古村、探星空，共享美好
亲子时光。

本次营会以“爱户外，享自
然”为主题，在广州最高的古村落
——从化阿婆六茶花谷开展亲子

户外营地体验教育系列活动，2天
1夜的营会活动内容丰富，与体育
运动充分融合，包括茶园定向、山
野徒步和观星学习。

营会带领孩子们走进自
然，在户外扎起帐篷，亲身体验
户外乐趣，在研学导师的带领
下学习观星知识，通过“认识秋
夜星空”和观测星空实践活动，
开启探秘浩瀚星空的奥妙，感
受生命的力量。阿婆六村海拔

近730米，是广州最高的山村，
天清气朗便于观星，而且自然
风貌原始，背上行囊穿越林海、
徒步山野，可体验专业导师带
来的野外寻踪课程的乐趣。

本次活动由广州市体育总
会主办，从化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冠军营地承办，从化区
良口镇人民政府、广州市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广东阿婆六生
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协办。

广州恒大昨晚主动祭出防
守反击战术，最终在中超半决
赛次回合以 3比 1力擒北京国
安，主帅卡纳瓦罗的战术十分
对路。

卡帅为此役做了精心的
研究和准备。首回合，恒大队
主攻，全场有 24脚射门，却仅
4次命中门框范围内，进攻的
效率太低。不仅如此，恒大队
后防线还遭到国安队有力的
反击，差点失守。次回合，两
队的战术几乎与首回合相反，
恒大队主动放弃控球权，选择
主守，而把球权拱手让给国安
队，让对手主攻。国安队全场
控球率达到 58%，射门 21次。
但国安队犯了和恒大队在上

一场同样的毛病，进攻光打雷
不下雨，全场只有 4次射正门
框以内，上半场 7次射门更是
无一射正。而恒大队全场 14
次射门就有10次射正，效率远
远高于国安队。

为了顺利实施防守反击
战术，卡纳瓦罗改变了首发阵
容，派出韦世豪首发。此前韦
世豪在第二阶段合计出场时
间不超过60分钟，上一次首发
还要追溯到 8月 14日的联赛
第五轮。韦世豪和费南多的
体能都无法踢满全场比赛，但
卡纳瓦罗充分利用两人在边
路的速度和突破优势，很好地
实施了防守反击的战术。两
人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很好地

贯彻了卡帅的战术。
这场胜利可为接下来的

决赛提供借鉴。多数大赛的
决赛，防守都是球队的优先
选项。实际上，昨天江苏苏
宁与上海上港的另一场半比
赛，苏宁队的战术和恒大队
如出一辙。少打一人的苏宁
队在 30分钟的加时赛中控球
率不到 40%，进攻主导率和传
球数均不到对手一半，结果
苏宁队以少胜多，关键也在
于 效 率 ——3次 射 门 2次 射
正，攻进 1球。

决赛，观赏性已不是第一
位的，结果才最重要。

羊城晚报记者 林本剑
（发自苏州）

中超?观察

中超?焦点

卡帅吹着口哨
广州恒大力克北京国安，与江苏苏宁会师决赛

防反战术对路 结果才最重要

皇马的“内讧”，以一种令人意
外的方式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皇家马德里客场以2比2逼
平门兴的欧冠比赛中，结束中场休
息回归赛场的球员通道上出事了
——本泽马要与法国同胞门迪一起

“杯葛”巴西边锋维尼修斯。当时本
泽马叫门迪不要传球给维尼修斯，
这名法国前锋用法语说：“别和他一
起踢球，我以我母亲的性命发誓，他
在和我们对着干。”这番说话被电视
台的镜头捕捉到，被唇语专家“成功
破解”，因此引发不小的争议。本泽
马做错了吗？皇马的内讧严重吗？

“唇语解读”又是如何成为球员的心
腹大患的？赵亮晨和刘毅聊了聊。

广州户外运动节营地活动落幕

两个“呆萌”球员
一场轻松“内讧”
赵亮晨（以下简称赵）：看来

多学一门外语真的很重要，不然
别人当面埋汰你，你都浑然不觉
……

刘毅（以下简称刘）：本泽马
这类话在更衣室内可以说，但被
曝光就很不好了。不过，皇马两
个进球都出现在维尼修斯第 70
分钟被换下以后，本泽马说的似
乎不是完全没道理。

赵：但维尼修斯上半场表现
不好，也有本泽马的责任。本泽
马老是占住前者擅长的左路，维
尼修斯被迫移位到中路，触球感
觉就没了。你觉得皇马真的存
在内讧吗？

刘：皇马主帅齐达内是法国
人，队内有三名法国球星本泽
马、门迪和瓦拉内，还有五名巴
西球星卡塞米罗、维尼修斯、罗
德里戈、马塞洛和米利唐，确实
很容易引发“法国帮”对抗“巴西
帮”的联想。本泽马是齐达内的
爱将，无论状态好坏基本都能确

保主力位置，昔日“背锅侠”现在
成了“球霸”。

赵：此前倒是一直有当地媒
体报道说本泽马和维尼修斯的
关系挺好。我觉得这两个人其
实都有点“呆萌”，因此更容易投
契。你想，本泽马之前的“人设”
就是“啥都全赖我”的“背锅侠”，
各种被坑。

最典型的就是前几年的瓦
尔布埃纳事件，本泽马的“朋
友”得到了他的国家队队友瓦
尔布埃纳的不雅视频，让本泽
马作为中间人传话，“笨马”居

然真的去试图说服瓦尔布埃纳
“破财消灾”，因此成了敲诈勒
索案的被告。虽然他后来被判
无罪，但落选了法国队，先后错
过欧洲杯亚军和世界杯冠军，
损失惨重。

刘：不过，如果他入选了，说
不定法国队就拿不到世界杯了，
哈哈！

赵：很有可能。回到这次事
件，我觉得他这次未必是真的排
斥维尼修斯，而纯粹是临场“犯
二”，说了气话。

刘：确实，事情发酵以后他
们也亲密合影进行澄清。齐达
内虽然是法国人，但对待维尼修
斯比巴西队主帅蒂特好多了，给
了他很多机会。齐达内也第一
时间出来当和事佬。

赵：维尼修斯这次虽然是
“受害者”，但他也可以趁此机会
反省一下自己。他有身体冲击
力和带球能力，但是射门和传球
真的需要改进。就看皇马能不
能把坏事变好事了。

只有“大嘴”穆帅
能“克”唇语专家
刘：现在球员教练说话越来

越“难”了。一方面是空场比赛，
导致平时很难被转播麦克风捕
捉到的喊话变得清晰可辨，说裁
判的坏话一下子就暴露了，德甲
就有俱乐部官员因此被罚出场

的案例。另一方面，“唇语专家”
的存在也让球员的对话更缺乏
安全感了。

赵：解读唇语可以让观众获
得正常渠道难以获得的信息，而
且因为来自公开的转播镜头，也
不存在“窃听”的道德问题。

刘：C罗、梅西、内马尔等巨
星以及豪门球队的主教练是唇
语专家的主要目标。通过“破
译”，观众可以知道球星的情绪
和教练战术的秘密。还记得有
一年的欧洲杯，意大利的巴洛特
利要还击球迷的辱骂，结果队友
博努奇上去一把捂住他的嘴，让
唇语专家无事可做。

赵：还有著名的2006年世界
杯决赛，齐达内受到马特拉齐的
挑衅后一头将后者撞翻，自己被
罚下场，法国队也输掉了决赛。
马特拉齐多年后公布了自己说
的话，承认自己语言攻击了齐达
内的姐姐，和事件刚发生时电视
台通过唇语破解的内容一模一
样。

刘：不遮住嘴，说话内容分
分钟暴露；遮住嘴，大家都知道
肯定没啥好话。太难了！

赵：所以说，还是“大嘴”穆
里尼奥厉害，自带“免疫”功能
——唇语专家还没来得及解读
呢，他就已经把自己的吐槽用最
大分贝昭告天下了！

刘：就是那么耿直，哈哈！
羊城晚报记者 赵亮晨 刘毅

欧冠小组赛第三轮明晨上
演豪门对决，皇家马德里主场迎
战国际米兰（央视体育 4时直
播），皇马力争取得本赛季欧冠
首场胜利。

皇马主帅齐达内和国米主
帅孔蒂曾是尤文图斯中场搭
档，都是前中国男足主帅里皮
的高徒，在1997和1998年连续
两次帮助尤文打进欧冠决赛，
均获得亚军。昔日队友以主帅
身份重逢却没有情面可讲，因
为两队在前两轮欧冠的表现都
不理想。作为欧冠 B组出线热
门球队，目前皇马 1平 1负积 1
分垫底，国米两连平积 2分排
名倒数第二。顿涅茨克矿工积
4分排名第一，与国米同积2分
的门兴凭借进球数优势暂列第
二。

齐达内带领皇马走出在西
甲和欧冠两连败的阴影，过去三
场比赛2胜1平，包括在西班牙
国家德比客场以3比1战胜巴塞
罗那，在欧冠客场两球落后的情
况下以2比2逼平门兴，上周末
在西甲主场以 4比 1大胜维斯
卡。

比利时球星阿扎尔伤愈复
出，上周末为皇马攻入一记世界
波，依稀重现当年英超最佳球员
的风采，本泽马和维尼修斯逐渐
化解矛盾。皇马中前场人才济
济，中场大将克罗斯上一场替补

出场，本场可望首发。
在齐达内公布的21人大名

单中只有五名后卫：拉莫斯、瓦
拉内、马塞洛、门迪和小将桑托
斯。皇马右后卫卡瓦哈尔、奥德
里奥索拉、纳乔因伤缺阵，可以
胜任右后卫的巴西国脚米利唐
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正在隔
离。在右后卫位置，齐达内可能
安排边锋巴斯克斯或左后卫门
迪客串。

国米近况不佳，上周末在
意甲主场仅以 2比 2战平帕尔
马。主要得分手卢卡库因伤缺
阵 ，使 国 米 失 去 一 个 进 攻 强
点。桑切斯、森西、什克里尼亚
尔、贝西诺等大将因为伤病或
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无法出
场，影响了孔蒂的阵容轮换。
国米本赛季失球数居高不下，
在 6轮意甲失球 10个，除了因
后卫线经常阵容不整，还因主
力门将汉达诺维奇状态比起全
盛时期有所下滑。

联赛和欧冠连续一周双赛，
对征战欧冠的球队消耗很大。
国米在意甲和欧冠经历连续两
个客场，上周末在意甲回到主
场，此番又要出征马德里，难免
疲劳。皇马应对一周双赛的经
验更加丰富，在西甲和欧冠连续
坐镇主场，体能储备更占优势。
看好皇马主场全取三分。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皇马主场可胜国米
欧冠?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