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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马并未解约
与恒大仍有两年合同

据报道，广州恒大外援杰
克逊·马丁内斯在接受哥伦比
亚电台采访时辟谣，否认与广
州恒大的合同已经终止。J马
表示：“我没有与广州恒大解
约，他们期待我再次参加比
赛，我还有两年合同。”

J马没有在广州恒大新赛
季参与的任何比赛中报名，这
引起了他与恒大解约的传闻，
但事实并非如此。J马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他身
穿广州恒大球衣，正在恒大俱
乐部的场地中进行康复训练，
此举正是为了粉碎谣言。从J
马的表态来看，他仍然是一名
广州恒大球员，仍然有可能再
次代表广州恒大参加比赛。

综合

U21新星黄紫昌
或入选U23国家队

江苏苏宁锋线新星黄紫
昌新赛季成为了中超 U23 新
政的又一受益者，在联赛首秀
便有进球入账。而在渐渐坐稳
俱乐部主力之后，国字号球队
的大门也有望向他敞开，日前
就有消息称黄紫昌很有可能
将跳级入选 U23 男足国家队。

在 经 历 了 并 不 成 功 的
2017 赛季之后，江苏苏宁在今
年刮起了青春风暴。新赛季中
超联赛首轮客场与贵州恒丰
的比赛中，黄紫昌就为江苏苏
宁头球建功，他也成为新赛季
首位取得进球的 U23 球员。

中国足协之所以在最近
两个赛季大力推行 U23 球员
政策其目的正是为了给国字
号球队输送人才来达到加快
国足新老交替速度的目的，而
黄紫昌在中超赛场的横空出
世自然也得到了国足教练组
的关注。据悉在即将到来的中
超联赛间歇期里，黄紫昌将首
次入选中国男足 U23 国家集
训队，并随队参加与叙利亚
U23 男足的热身赛。值得一提
的是，黄紫昌曾在去年年底入
选过中国男足 U20 选拔队。

新浪

王大雷更换球衣
并非因为英格拉姆

新赛季鲁能公布名单时，
一直身穿 25 号的王大雷被发
现改穿 14 号。王大雷和鲁能
官方都没有公布王大雷换号
的原因，这也让球迷和媒体人
一头雾水。

在 3 月 4 日中超首轮赛
后，王大雷在社交平台上调侃

“ 1 4 号布兰登·英格拉姆三
分……球进了！”，显的心情不
错；3 月 10 日的比赛后，王大
雷再次更新社交平台道“ 14
号布兰登·英格拉姆又一个三
分……进了！”难道王大雷是
英格拉姆的球迷，专门为他改
了自己的球衣号码？

尽管没有对自己的换号
做出解释，但王大雷改号的原
因可能并不仅仅是喜欢湖人
小将英格拉姆 (身披 14 号球
衣)这么简单。王大雷的女儿
出生于 2015 年 1 月 14 号，而
他本人十分疼爱女儿，不排除
他是为了表达对女儿的爱才
更改了号码。 综合

中超第三轮
焦点赛事推荐

大连一方 vs 北京国安
比赛时间：3 月 16 日 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卡拉斯科 巴坎布

冬窗期大连一方分别以
3000 万欧元和 1800 万欧元引进
卡拉斯科和盖坦，而北京国安则
以 4000 万欧元和 1100 万欧元引
进了巴坎布和比埃拉。然而首轮
比赛双方均在客场落败。上一轮
联赛，北京国安客场战胜了江苏
苏宁，巴坎布打进中超首球，而
大连一方在第二轮则再次落败，
球队当家球星卡拉斯科仍然没
有融入到球队的战术体系。

本场比赛最主要的看点便
在于双方外援谁能更快的适应
中超联赛。

河北华夏 vs 山东鲁能
比赛时间：3 月 17 日 15：30
直播平台：山东体育 PPTV
关键词：塔尔德利 高准翼

前两轮比赛鲁能取得开赛
两连胜，塔尔德利居功至伟，打
进了 5 粒进球中的 3 粒。河北华
夏前两轮一胜一平，拉维奇在第
二轮不仅梅开二度，而且帮助球
队在加时赛绝杀对手。本场比赛
塔尔德利和拉维奇谁能帮助球
队继续取胜值得关注。

除此之外，河北球员高准翼
能否上场也是球迷关注的焦点。
休赛期，鲁能启动回购条款，然
而高准翼最终未能回到鲁能。此
前山东鲁能已经就此事向足协
发起了仲裁，目前仲裁结果尚未
出炉。不知道高准翼从鲁能转会
华夏的合同中有没有回避条款，
如果高准翼不能上场，佩莱格里
尼将会在 U23 首发上面临难题。

广州富力 vs 上海上港
比赛时间：3 月 18 日 15：30
直播平台：CCTV-5 PPTV
关键词：扎哈维 胡尔克
中超前两轮，上海上港分别

击败大连一方和上海申花，净胜
球高达 10 个。广州富力在前两轮
比赛中也分别击败了广州恒大
和大连一方，球队也打进了 7 粒
进球。本轮两队相遇，你有“绿巨
人”胡尔克，我有中超金靴扎哈
维，双方势必会上演一场进球大
战，哪支球队能取得 3 连胜值得
期待。

天津泰达 vs 天津权健
比赛时间：3 月 18 日 19：35

直播平台：PPTV
关键词：天津德比

中超联赛一共有四座城市
拥有两支球队，分别是广州的恒
大和富力、上海的申花和上港、
天津的泰达和权健以及北京的
国安和人和。前两轮联赛，广州
德比和上海德比已经上演，其中

“客场作战”的富力和上港全都
取得胜利。

本次天津德比，权健作为客
队也有可能成为取胜的一方，毕
竟从实力上来讲，上赛季排名第
三并且打进亚冠的天津权健实
力不俗，而天津泰达在上赛季则
不幸遭遇了保级的风险，好在天
津权健在德比战中 0 ：4 输给泰
达才让球队得以保级。为此，中
超本赛季特意把德比战安排在
联赛初期，为的就是避免再出现
上赛季的问题。

记者 魏露

致中超裁判：
别让VAR成为“主裁”

隔记者 魏露

中超第二轮，VAR成功抢
镜，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VAR，是视频助理裁判的英文简
写，是一种应用于足球赛场帮助
裁判及时处理判罚问题的视频
回放技术。

2018赛季，中超联赛全面引
进视频助理裁判技术，仅仅过
了两轮联赛，这一项技术在中
超赛场的应用就遭到了各方面
的质疑，不过质疑声主要针对
的却是使用视频助理裁判的中
超主裁们。

联赛第二轮贵州恒丰主场
对阵河北华夏，整场比赛双方一
共打进了5粒进球，按说一场比
赛踢成2：3的比分场面一定很精
彩，其实不然。本场比赛5粒进球
有3粒进球是主裁判黑小虎通过
视频助理裁判的帮助才最终确
认进球有效。尽管这3粒进球的
最终判罚都是正确的，但是主裁
判频繁通过视频回放来决定判
罚结果的做法引来了争议。

首先，视频回放需要一定的
时间，越是关系到比赛走势的进
球或点球判罚，视频回放所需要
的时间越长。以贵州和河北的比

赛为例，由于主裁判黑小虎多次
采用视频回放，导致最终加时赛
长达 10 分钟。

这样长时间的加时对于运
动员的体能是一个考验，而且比
赛期间多次暂停也极大的影响
了比赛的流畅性和观赏性。

另外，在有关点球的判罚上
视频助理裁判也有着自己的劣
势，没有VAR的情况下，主裁判
对于点球的判罚非常果断，球员
随即就可以进行点球。但是一旦
点球判罚需要通过VAR才能确
定的话，判罚需要一定的时间，
球员在这段时间无法保持运动
状态。以首轮泰达和河北的比
赛为例，拉维奇在天津禁区内
造成对方犯规，主裁判判罚点
球后又向视频助理裁判求证，
由于耽误时间过长，拉维奇最
终罚失了点球。

除了以上两点，VAR在前两
轮联赛带给中超最大的影响在
于极大的降低了裁判的权威。中
超裁判频繁地使用视频回放确
认判罚结果，导致在比赛中一旦
出现不确定的判罚时，球员不再
相信主裁判的判罚，而是直接让
主裁判去看视频回放，这对于裁
判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事。

VAR技术在中超仅使用两
轮就出现如此多的问题，表面上
看是因为主裁判对于VAR的使
用次数过多，其实更深层次的原
因是中超裁判的业务水平不过
关，导致比赛出现不确定判罚
时，主裁第一反应是去求证视
频助理裁判，而不是相信自己
的判罚。即使是曾经的“中超金
哨”马宁在比赛中也出现过这
样的问题。

进一步讲，主裁判频繁采用
视频回放技术，不仅影响了比赛
的流畅性，同时也不利于自身业
务水平的提升，将会导致对VAR
技术的进一步依赖。VAR 之所
以叫视频助理裁判，便是因为这
项技术仅仅是辅助主裁判的一
项助理工具，不应该成为左右判
罚的唯一依据。

从前两轮的中超联赛来看，
VAR在比赛中不算抢镜，不否定
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误判率，
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比赛的流畅程度，对比赛本身造
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作为引
进该项技术的足协领导，应该及
时发现这一问题，并在接下来的
联赛中寻找出优化方案，例如限
制单场比赛视频回放的次数等。

VAR 惨遭各方吐槽：
滥用影响比赛进程

足夜思远：建议中超主裁限
制暂停调取视频的次数，最多两
次。这也是对主裁业务水平的基
本要求，达不到标准可以去中甲
业务联赛锻炼去。

足迹王涛：华夏和恒丰的比
赛补时下来十分钟，决定胜负的
球就出现在其中，原因皆是视频
裁判，视频裁判减少了误判和冤
案，但却也改变了比赛的节奏和
进程，能有个平衡点么？

徐江：VAR ，英文全称是
video assistant referee，翻译过来
就是视频助理裁判，assistant，是
助理的意思。

请问黑小虎，完全听从视频
助理裁判的意见，您忘记了谁是
主裁判？我完全不能理解。

足球报李璇：主裁判和视频
裁判的水平都值得商榷，时间太
长了点吧？今后中超球员进球后
都不许庆祝，等裁判看完视频确
定进球有效再庆祝。

《足球》报记者贾岩峰：这以
后是每进一个球都得问视频裁
判吗？ 综合

中超次轮U23观察：

上半场换人再现 攻击线造3球1助
鲁能小将33分钟被换下

中超第 2 轮，8 场比赛共有
48 名 U23 球员出场，每队不多
不少都是派出 3 人，平均出场时
间 40 . 3 分钟，首发平均出场时
间 74 . 3 分钟。虽然本轮 U23 球
员出场数据要远好于上赛季单
轮数据，但相较于新赛季首轮，
总出场人数要少 1 人，首发人数
则少了 4 人，打满全场的共 7
人，也比第一轮少了 2 人。

鲁能的刘洋被安排到左边
前卫的位置，他在国青更多是
踢左边后卫，也许是位置上不
适应，发挥不如意，他在第 33 分
钟被张弛换下，成为新赛季最
早被换下的首发 U23 球员。

各队用人策略趋于一致

在中超第 2 轮中，使用“ 2
名 U23 首发加 1 名替补”策略
的球队共有 4 支，权健和鲁能都
是沿用上一轮相同的 U23 球员
首发，苏宁则从上一轮的 3 名
U23 首发变为本轮的两名。另一

支球队北京人和除了首轮的曹
永竞依然保留在首发阵容中，
右边后卫首发大胆起用 97 年小
将刘博洋。

除了以上提到的 4 支球队，
剩下的 12 支球队本轮都是采用
的“ 1 名 U23 首发加 2 名替补”
的布阵策略。

U23 球员造 3 球 1 助攻

第 2 轮比赛 U23 球员的整
体表现依然不错，本轮攻击线
球员出彩，一共打进 3 球，占本
轮本土球员进球总数的 1/3，上
赛季 30 轮比赛只有第 11 轮和
第 29 轮达到过这样的纪录。国
安的韦世豪本赛季第一次首
发，用一记石破天惊的远射敲
开对手城池。本场替补登场的
恒丰小将朱征宇在中超首秀即
用一记霸气的射门为自己证
明。人和的曹永竞表现活跃，逼
迫对手导致乌龙，又机警地打
进一球帮助球队锁定胜局。此
外，恒大的冯博轩替补出场为
阿兰献上助攻。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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