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球员 中超出场时间
曾诚 720分钟
张琳芃 720分钟
保利尼奥 720分钟
高拉特 720分钟
冯潇霆 630分钟
阿兰 617分钟
郜林 565分钟
郑智 476分钟
梅方 450分钟

恒大前8轮中超
出场超过450分钟的球员

球员 亚冠出场时间
曾诚 540分钟
张琳芃 540分钟
冯潇霆 540分钟
保利尼奥 540分钟
高拉特 519分钟
阿兰 501分钟
郑智 491分钟
梅方 360分钟
郜林 338分钟
于汉超 308分钟

恒大6场亚冠小组赛
出场超过300分钟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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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克打人 追踪

2017年5月10日
星期三

前两天引发足坛热议的“浩克打人事件”，又有了新
进展。昨日下午，中国足协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了中
超、中甲、中乙联赛的相关情况。同时，对于上轮联赛上
海上港主场与贵州恒丰智诚队在中场休息发生的冲突，
中国足协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局副局长李立鹏公布了
足协的调查结果。

昨日上午，黎兵在微博上再次陈述了事件的经过，并
对之前不理智的行为进行了道歉，而上海上港、贵州恒丰智
诚两家俱乐部同时齐聚中国足协，进行了面对面的沟通。

下午，李立鹏在新闻通气会上就“浩克打人”事件表
示：“中场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个小的争执，但从目前我

们了解的情况，没有证据显示浩克有违纪行为。在当场
比赛中，双方俱乐部对胜利的渴望是可以理解的，是正
常的竞争，像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激烈的阶段，
这种情绪延到中场休息也是可以理解，据我们了解的情
况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然后，李立鹏称，有关材料双方已经进行了交流，上
港掌握的材料转交了贵州，贵州方面会根据他们的判断
决定是否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基本上双方在这件事情达
成了共识。并且由于双方没有正式提出申诉，如果双方
当事俱乐部没有下一步行动，足协将不会进行下一步评
议或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综合整理

恒大昨晚在主场被对手2比2逼平，以小组第二晋级亚冠1/8决赛

一套阵容闯亚洲一套阵容闯亚洲
恒大：惹不起？
对手：随便惹！

尽管恒大昨晚2比2战平水原，晋级亚冠1/8决
赛，但球队这个赛季以来的整体表现确实很难让人
满意。斯科拉里坚持一套阵容打天下，这样一成不
变的人员框架和打法已经让恒大没有什么秘密和
变化可言，在中超各队中，恒大的首发阵容和换人
调整是最好猜的，稍微资深一点的球迷都能说个
八九不离十。球迷尚且如此，中超和亚冠对手的教
练组就更不用提了，恒大这个赛季加上对阵中乙
球队梅县铁汉生态的14场正式比赛，只在对阵香
港东方、天津泰达时取得完胜，另外就是客场4比2
击败保级球队河南建业，其他比赛即便赢球也都
是1球险胜，统治力大幅下降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
人员、战术上缺少变化，让对方已经把恒大研究琢
磨透了。

其实斯科拉里手中并非只有15人可用，邹正、
荣昊、刘健、徐新、张成林、张文钊等国内球员放在
任何一支中超球队中，都可以胜任主力位置，但在
斯科拉里手下却机会寥寥。尤其是张成林、张文钊
这两名球员被恒大花费巨资挖来，却长期枯坐冷板
凳。根据恒大不久前公布的2016年俱乐部财报，亏
损高达8.12亿，其中转会费和球员工资奖金占据了
极大的比例。但讽刺的是，恒大斥资3.35亿引进的J
马、7547万的张文钊、6509万的张成林、5000万的刘
殿座本赛季出场时间分别为0分钟、26分钟、52分钟
和0分钟。刘殿座门将位置的特殊性和J马自毁前程
尚且不论，张文钊和张成林本赛季在对阵辽宁的比
赛中得到替补出场的机会，两人表现非常出色，让
球队避免了阴沟翻船的结局。但斯科拉里对花费俱
乐部1.4亿巨款引进的这两名新援仍然视而不见。

张文钊在此后的联赛中再也没有亮相的机会，
而张成林虽然在足协杯上获得了出场机会，但被对
方断球后破门的那次失误却让斯科拉里更有弃用
他的理由，上周末联赛与申花一战，在梅方停赛的
情况下斯科拉里仍不启用张成林，而是让张琳芃打
中卫，王上源打右后卫。张成林的失误确实低级，但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长期缺少比赛机会，导致身体
状况和比赛状态都处于低谷。随着联赛和亚冠的深
入进行，中后期更是各队比拼体能储备和意志力的
关键阶段，主力阵容平均年龄不低的恒大确实让人
担心。一旦到了需要板凳上待命的球员们顶上时，
他们的状态是否都会像张成林在足协杯上所表现
的那样呢？这是恒大在亚冠出线之后，必须要考虑
和面对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发自广州

在里皮时代，恒大有着“下
半场惹不起”之称，这是对里皮
的临场调整和球队体能状况的
高度褒扬。但本赛季恒大在下半
场的表现远逊色于里皮时代，联
赛客场对阵鲁能，在下半场连丢
两球被对手2比1逆转；主场对上
港下半场被连进两球，差点被2
比2逼平；主场对辽宁也是下半
场丢球一度0比1落后；主场对富
力下半场丢球，险些1比2落败；
亚冠主场与川崎一战下半场被
对手压着打，补时被判点球最终
1比1被逼平；昨晚下半场丢球让
球迷看得冷汗直冒……

中超、亚冠、足协杯三线作
战，对任何一支球队都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从4月8日到昨晚，
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恒大打了9场
正式比赛，赛程可以说是相当紧
密了，而斯科拉里对“一套阵容”
的坚持让球员难免会在体能上
出现问题。9名常备主力中，曾
诚、郑智、冯潇霆、郜林都年过三

十，郑智更是36岁高龄，而其他
球员除高拉特外，也都超过27
岁，连轴作战对他们的体能不可
能不带来影响。

在心情平静时，斯科拉里也
向记者们解释，以一套主力框架
征战一个赛季是非常正常的事
情，自己不愿意对阵容进行较大
变动。巴西人甚至表示，不喜欢轮
换就是自己的足球哲学。不过他
的这套哲学不但没有让恒大在里
皮时代的基础上升华，反而愈发
平庸。亚冠小组赛打到最后一轮
尚未确保出线，联赛虽然暂时排
名第一位，但不少比赛都赢得非
常侥幸，要不是郜林、于汉超等人
频频在最后时刻上演单骑救主的
好戏，恒大前面的比赛未必能拿
下上港、辽宁和申花，广州德比也
可能保不住最后的颜面。外界都
说斯科拉里命硬，总有人在危难
之际挺身而出拯救他，但像恒大
这样级别的球队，要靠主帅“命硬”
来维系，本身就是出了问题。

亚冠G组末轮的比赛统一在北京时间昨日18点半开球，工作
日的下班时间鸣哨，让一贯座无虚席的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不少
看台上也出现了稀稀拉拉景象，比赛中还不断有球迷在心急火
燎地通过看台安检，以至于不少人都没有看到第8分钟水原三星
名将廉基勋射穿恒大球门的一幕，他们进场后望着大屏幕上0比
1的比分都有一刹那的发懵，然后发出一声叹息：“哎……”

这声叹息这个赛季始终萦绕在恒大耳边，虽然昨晚恒大最
终2比2战平水原三星，磕磕绊绊地拿到小组第二晋级1/8决赛，
但恒大整场比赛的表现就和这个赛季一样，难以令人满意。如
果不是裁判将高拉特明显的越位进球误判为有效，如果不是曾
诚多次做出关键性扑救……恒大是否能出现在亚冠淘汰赛上
还相当难说。亚冠6轮小组赛，恒大居然只在鱼腩香港东方身上
捞到两场胜利，面对日韩的水原、川崎始终难求一胜。在固执地
用“一套阵容闯亚洲”的斯科拉里治下，恒大过去霸气十足的统
治力不见了、天体最低消费已经成了奢望、从“惹不起”到谁都
能“惹一惹”……新赛季进行了还不到1/3，恒大的疲态和平庸
尽显，随着联赛和亚冠的深入，恒大的问题还会愈发突出——
如果斯科拉里不改变，或恒大不改变斯科拉里的话。

许家印入主恒大七个赛季，投入数十亿打造出“恒大王朝”。
虽然近年来在引援力度上有所下降，但七年的积累、特别是在阵
容厚度这一指标上，让恒大傲视中超和亚冠。有媒体认为恒大人
员可以搭配出五套不同的阵容，且都具备相当的竞争力。

但实际上到了斯科拉里手中，却基本上是“一套阵容闯亚
洲”，三名外援阿兰、高拉特、保利尼奥的位置雷打不动，曾诚、
冯潇霆、张琳芃、郑智是绝对主力，再加上梅方和郜林这两人，
本赛季中超8轮联赛中，恒大出场时间超过450分钟就球员就多
达9人，实际上只有两个位置供其他球员竞争。由于U23新政的
缘故，这两个位置中有一个必然要留给U23球员，陈泽鹏、温家
宝等小将因此获得了较多的出场机会，最后一个位置的主要竞
争者则是黄博文、廖力生、于汉超、王上源。

而对恒大来说，亚冠的重要性一直在联赛之上，再加上亚
冠赛场不用受到U23新政的影响，斯科拉里更是把“一套阵容”
的思路发挥到了极致。联赛中梅方、郑智、冯潇霆等人还偶有轮
换的机会，但亚冠小组赛6轮场场首发的恒大球员就有曾诚、张
琳芃、冯潇霆、保利尼奥、高拉特、阿兰和郑智等七人，其中前四
人是亚冠全勤王。如果算上8轮中超和6轮亚冠，这14场比赛的
全勤王也有曾诚、张琳芃和保利尼奥三人。

也就是说，恒大本赛季除了因新政要求而必须使用的U23球
员外，14场联赛和亚冠基本就是靠着9名常备主力加上黄博文、
于汉超、廖力生、李学鹏、王上源、郑龙等轮换球员或主要替补
支撑下来的，真正能被斯科拉里看上眼的只有15人而已，而除了
U23球员外，其他队员的联赛出场时间基本都在60分钟以下。

足协：目前没有证据显示浩克有违纪行为

恒大从“下半场惹不起”
变“惹得起”

斯科拉里
用15人撑起这个赛季

1.4亿引进的两内援
枯坐替补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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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
100元一行 每行13个字

特别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查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及合法有效证件
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028-86510148

86511885� � 86621326
QQ： 2413397691� 、 2374450247、 3073856424、 847451695�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总

部

QQ： 631530458� � � 3207917373
地址：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13楼H座

成都商报招聘广告
登报电话：18980503661

婚介·交友
广告电话： 86511885�

个人征婚一行16字140元

办理时间：每周1—周5（17点前办理）
须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婚姻证明及相关证件复印件

广
告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离市区近
内设高档疗养区84713993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空调桌椅厨13981977386
●收电脑网吧公司积压80608000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声明·公告
●青羊区朵淇冰淇淋铂金店税务
登记证正本 (税号:510105L5250�
9813）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吴超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清水滨
河路788号4栋2单元1601号户口
簿一套于2016年10月1日遗失。
●杨波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清水
滨河路788号4栋2单元1601号房
屋产权证（监证号：监证494839
4）遗失。
●吴超位于成都市青羊区清水
滨河路788号4栋2单元1601号房
屋产权证（监证号：监证494839
5）遗失。
●胡林，2006年7月6日签发二代身
份证 （号码5101281970122500�
36）于2017年4月16日遗失。
●杨天才购买成都金融城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融锦城1栋2单元
1306号房首付款收据001075（金
额157088元）0010605 （金额20��
000）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 武 侯 区 三 祥 副 食 店 税 号
51090219680703362001发票领购
簿丢失声明作废
●成都金牛区鑫爱尚装饰材料经
营部税务登记证正本副本（120�
22519831207001901）遗失作废
●李杰， 警号及警官证号为
005017，现警号及警官证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寻车启事:陈宇环于2017年5月2
日在金牛区洞子口中环路被盗小
货车一辆，车牌号：川J8B866，发动
机 号 ：16543686， 车 架 号 ：
LSCABN3R6GE644966。 知情者
请致电：18398437971

酒楼·茶楼转让
●地铁口旺铺转让18160036176

厂房租售
●急售13亩32亩地及厂82683320
●龙潭经济城办公室322平厂房
1088平及宿舍出租84209166
●租双流九江厂房13608089797

招 商
●酒厂转让设备及证件齐全，
18981936799
●出让温江海峡科技园60亩工业
土地有国土证13980071287李

店 铺
●商铺出租： 抚琴西路171号2楼
1468平方米13980435765李先生
●红照壁铺面出租15184474698

斯科拉里在排兵布阵上的坚持，引发球迷争议

恒大球员遗憾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