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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拒回巴西
今年力争冠军

据巴西媒体“UOL”报道，
山东鲁能的巴西球员吉尔在采
访中确认了自己留队的消息，
他表示自己的合同还有 2 年，
今年要努力争冠。

此前媒体报道，吉尔想要
回到巴西，他在2017年就已经
表达了这个意愿，并愿意接受
所有来自巴西的报价。不过吉
尔本人明确表示不想回巴西踢
球，他目前已经回到了鲁能，正
在跟随球队冬训。

吉尔自2016年年初加盟山
东鲁能，当时与球队签约四年，
过往两个赛季，他一共出场71
次，打进4球。吉尔在谈到球队
时说：“去年我们表现不错，我
们和天津权健一同成为了联赛
中失球最少的球队。我希望我
们能再进一步，2018年我们能
够有机会去争夺冠军。”

过去两年，他随巴西队参
加了世预赛、美洲杯等赛事，他
也有望参加今年夏天在俄罗斯
举办的世界杯。 综合

鲁能弃将加盟土超
洛维欧冠将战拜仁

北京时间 1 月 30 日，土超
豪门贝西克塔斯官方宣布签下
前山东鲁能前锋洛维，他将有
望在欧冠 16 强战对阵拜仁。

洛维曾经效力于巴甲豪门
帕尔梅拉斯、俄超劲旅莫斯科
中央陆军，2013 年 7 月以 1200
万欧元转会费加盟山东鲁能，
不过在 2015 年 2 月被鲁能解
约。在效力鲁能期间，洛维联赛
出场 31 次打进 19 球，效率还
算不错，因此当鲁能抛弃他时，
有很多球迷感到不解。

离开鲁能的洛维重返巴
甲，加盟了科林蒂安并帮助球
队夺冠，他联赛出场 30 次打进
14 球，是队内最佳射手，也是
巴甲银靴。上赛季，洛维代表阿
兰亚体育土超联赛出场 28 次，
打入 23 球夺得金靴。 综合

张修维年龄造假被罚
复出后仍是U23球员

北京时间 1 月 30 日，中国
足协官方发布了对权健球员
张修维此前使用虚假年龄办
理参赛证的弄虚作假行为的
处罚决定，对其禁赛 9 个月，
至 2018 年 6 月 18 日止。

从足协处罚文件可以看
出，足协认定的张修维使用的
虚假年龄是 1994 年，而他实际
年龄是 1996 年，也就是说当年
张修维是故意改大了两岁去
参加的比赛。

有网友找到了张修维名
为张吉轩时，代表成都棠湖
外国语学校参加比赛时的名
单，名单中张吉轩的出生年
龄为 1 9 9 4年，而张吉轩的校
友、上赛季效力于贵州智诚
的闵俊麟和他一样报名年龄
为1994年。

但是在足协的官方处罚
文件中并未对张修维修改年
龄一事做更详细的披露，而只
是简单的说他曾使用 1994 年
的虚假年龄办理参赛证，说的
具体哪个时期，外界也无法得
知。从常理来说，1996 年出生
的张修维改成1994年参加比
赛，着实让人费解。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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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1
月 3 1 日，权健和
上港顺利通过亚
冠附加赛，中超又
一次集齐 BIG4 参
加亚冠正赛。虽然
附加赛的对手有
些羸弱，但权健和
上港并没有打出
令外界信服的内
容，半个月后就将
面对日韩球队围
剿，B IG 4 能齐头
并进更进一步？

鲁能开启迪拜拉练

大年初三济南集结
北京时间 1 月 30 日下午，

山东鲁能赶赴迪拜进行海外拉
练，全队 33 名球员均随队前往。

迪拜拉练期间，鲁能计划踢
6 场热身赛，对手以欧洲球队为
主，也包括来自中亚的球队。目
前确定的有斯洛伐克日利纳，拉
脱维亚里加 FC 和瑞典赫根，其
中里加 FC 的主帅斯托扬诺维
奇曾执教长春亚泰。迪拜集训不
到半个月，基本上两天踢一场热
身赛，节奏很快，对球队备战起
到全面检阅的作用。球队此番之
所以敲定在阿联酋的迪拜冬训，
主要也是因为迪拜交通便捷，各
方面条件不错，前往该地拉练的
各国球队较多，更便于联系高质
量的热身赛。

从鲁能密集的热身赛安排
也不难看出，此次海外拉练球队
的目标是以赛代练，不断进行战
术磨合，这次拉练结束后，球队
基本框架、主力阵容就会完成敲
定而鲁能将会就地解散放假，大
年初三在济南重新集结备战新
赛季。 综合

鲁能广州冬训总结

U23竞争激烈 外援谜题待解

1 月 27 日，山东鲁能结束了
休赛期第二阶段的广州冬训，本
次广州冬训持续 20 天时间，以体
能储备和技战术训练为主，李霄
鹏安排三场热身赛考察队员和磨
合队伍，新赛季的阵容打法也初
露端倪。

鲁能第二阶段冬训 1 月 7 日
开启，初始阶段有 32 名球员参

加，包括 4 名外援、3 名门将和 7
名 U23 球员。随着姜嘉俊和崔巍
先后离队，鲁能的集训人员缩减
为 30 人。三位 U23 国脚姚均晟、
刘洋和李海龙归队，这让鲁能的
集训人数多达 33 人，U23 球员的
人数达到 10 人。

从热身赛的阵容看，33 名球
员里只有三人没有得到登场机

会，分别是U23球员张晨、魏敬宗
以及1994年的王炯。三人都全程
参加训练，但在热身赛里并未登
场，这对他们竞争新赛季的一线
队名额不是利好。尤其是U23球
员的竞争很激烈。

外援方面，四名外援都在热
身赛里出场，吉尔的位置依然最
稳定，他是鲁能后防线的定海神
针。前场的三位外援在热身赛里
都取得进球，西塞面对新疆梅开
二度，塔尔德利在对阵新疆的比
赛中接到佩莱的助攻破门，佩莱
对阵大连一方的比赛进球，之前
两场热身都送出助攻。

从场上的表现看，塔尔德利
的位置灵活，佩莱的支点作用明
显，西塞的门前把握机会能力不
错，三人还都延续着自己的特点。
如果鲁能更换外援的话，西塞的
处境依然最危险。只是距离新赛
季还有一个月时间，鲁能是否还
有决心更换外援是个未知数，迪
拜拉练必须要揭开悬念。 综合

同组对手皆多次参赛

作为2016赛季的亚冠冠军，全
北无疑是中超球队的头号心腹大
患。全北第11次参赛，而同组的权
健则是首次入围亚冠正赛，能否
打好与全北的比赛，成为左右权
健晋级淘汰赛的关键。

韩国的另外3支球队水原三
星、蔚山现代和济州联分别是第9
次、第6次和第3次参赛，而且这3队

都是连续征战亚冠。除了济州联
的经验稍微欠缺外，水原、蔚山都
是亚冠赛场的老面孔。日本球队
中，J联赛卫冕冠军川崎第6次出
战，鹿岛鹿角更是第8次获得正赛
资格，而且川崎和鹿岛都是连续
获得正赛资格。柏太阳神虽然参
加了附加赛，但此前3次参赛一次
打入8强，一次进入4强。只有第3次
参赛的大阪樱花经验最为欠缺，
但这支球队同样不能小视。

中超BIG4中，恒大的亚冠经

验最为丰富，已经是连续第7个年
头出战，上港则是连续第3个赛季
参加，而且此前2次都是顺利通过
小组赛。中超球队中最为令人担
心的是权健和申花，权健小组赛
将遇到全北和柏太阳神两支实力
不俗的球队。申花同组的三个对
手都曾是申花的苦主，而且队中
拥有亚冠经验的球员不多，能否
突围还是未知数。中超BIG4尤其
是权健和申花与同组多次参加亚
冠的“老炮”相比并不占优势。

三队换帅需尽快磨合

权健和上港之所以没有在
附加赛打出令外界信服的内容，
与球队更换主帅不无关系。权健
用保罗·索萨接班了卡纳瓦罗，
上港则用佩雷拉顶替了博阿斯，
主帅更迭就意味着技战术方面
要做出一定的改变，很显然新帅
上任后还未能完成对球队的改
造。尤其是留给佩雷拉的时间更
加紧迫。上港去年的比赛比其他
球队晚了大半个月才结束，尽管

赛季结束后不久即完成主帅更
迭，但为了准备附加赛，留给佩
雷拉调整的时间有限。

除了权健和上港外，恒大也
用卡纳瓦罗取代了斯科拉里，尽
管恒大对卡纳瓦罗并不陌生，但
在斯科拉里麾下度过了2个半赛
季之后，又要重新回到卡纳瓦罗
的执教理念上来，同样是一次挑
战。申花虽然留用了吴金贵，但球
队的配置要逊色于其他3支中超
球队，而且申花小组赛的对手个
个强劲，中超BIG4想实现一起进
入淘汰赛的壮举并不容易。综合

东亚区正赛队伍
亚冠参赛次数(含附加赛)

E组：全北现代(11次)、杰志(4次)、
权健(1次)、柏太阳神(4次)

F组：川崎前锋(6次)、蔚山现代(6
次)、墨尔本胜利(6次)、上港(3次)

G组：恒大(7次)、大阪樱花(3次)、
济州联(3次)、武里南联(7次)

H组：悉尼FC(4次 )、申花 (8次 )、
鹿岛鹿角(8次)、水原三星(9次)

外外援援的的去去留留仍仍是是鲁鲁能能的的一一个个谜谜题题。

上上海海上上港港在在亚亚冠冠资资格格赛赛中中 11::00 小小胜胜对对手手。。

日韩附加赛狂虐弱旅

东亚区的4场附加赛，其中2
场比赛有中超球队出战，权健
面对菲律宾谷神星，凭借莫德
斯特上下半场各入1球以2：0取
胜过关，上港只以1：0战胜清莱
联则让人有些意外。赛前博彩
公司开出的盘口认定权健上港
至少能以3球取胜，正常发挥能
打出5球的大胜，但两队都“辜
负”了博彩公司的力挺。

反观日韩球队，柏太阳神
面对综合实力最强、并多次入
围亚冠正赛的泰国球队蒙通
联，下半场连入3球完成任务收
官。水原三星对垒越南的清化
FC，一度灌入对手5球取得5：0的
领先，比赛最后时刻有所松懈，
才让清化打入一球。

柏太阳神和水原三星是日
韩的第四顺位球队，虽然亚冠
附加赛的表现不一定就等同于
小组赛阶段的发挥，但日韩球
队在附加赛的表现不得不引起
中超 BIG4 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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