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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从简，广州队出局凭自愿
2021中国足协杯

32强赛战昨天战罢，

派出青年军作战的广
州队仓促应付，以0比
1不敌中乙球队青岛
青春岛，“如愿” 被淘
汰出局。 这一结果令
球迷倍感诧异， 但对
于深陷危机的广州队
来讲却是一种解脱 ，

终于又“过”了一关。

在广州队与青岛青春岛的比赛进
行到第84分钟时，广州队替补门将郭
嘉宇站在了场边热身，准备替补登场。
大家以为他要换下首发门将张健智，
没承想，被换下场的竟然是后卫陈日
金。一时间，广州队场上出现了两位门
将。就在人们倍感诧异的时候，首发门
将张健智被教练叫到替补席，匆忙之
间，张健智的48号球衣由绿色变成了
红色，此后马上又回到了场上，其位置
变成了中锋。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广州队此次

出征足协杯赛，只带了15名球员，其中
包括两名门将。首发派上11人后，替补
席上总共只有四名球员。第37分钟，
广州队失球，此后比分一直落后。最后
5分钟，教练组想变阵，上一名高中锋
到对方禁区内“轰炸”，可惜没有合适
的人选。无奈之下，只好让队中第一身
高（1.96米）的张健智临时客串高中锋。
于是就出现了这“滑稽”的一幕。

其实，这也是教练组的无奈之
举。此次足协杯，广州队只带了15名
球员，教练组的人数更是只有平时的
一半不到，后勤保障只有两三人，这
样做的目的只有两个字：省钱。自俱
乐部母公司曝出危机以来，广州队就
陷入了缺钱的状态。据悉，这次足协
杯，其他中超球队基本上都把自己的
球队专属大巴开到了赛区，像深圳队
的大巴从深圳行驶了3000公里，提前

抵达长春，以便更好地为球队提供服
务。广州城的大巴也从广州开到了梅
州。但广州队的专属大巴只在赛前两
天球队出发时，把队伍从基地拉到了
广州机场，然后就返回基地。在济南
的三天时间，广州队只能租用当地的
大巴来运送球队。
事实上，广州队此次能够前往济

南参加足协杯，已属不易。由于俱乐部
深陷资金危机，内部一度有声音提出
放弃足协杯的比赛。但经过权衡，俱乐
部还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派出了预

备队参赛，同时考虑到节省资
金，只带了15名球员，其余方
面也是能省尽省。可以
说，此次出征足协杯是
广州队史上最窘迫的
一次客场之旅。

足协杯的窘状只是广州队当下的
一个缩影。之所以只派预备队前往参
加足协杯，一来是因为俱乐部缺钱，二
来也因为一线队至今还没有集中，根
本不具备比赛的条件。

广州队原本定于9月下旬重新集
中，开始训练备战足协杯和12月开始
的中超新阶段比赛。不过，由于俱乐部
集团母公司的危机爆发，导致集团深
陷资金危机，广州足球俱乐部也受到
影响，在财务上捉襟见肘。广州足球俱
乐部甚至告知中国足协和职业联赛筹
备组，有可能无法参加下一阶段的中
超比赛。

为了让俱乐部继续生存下去，恒
大集团向广州方面提出，希望广州市
足协能够托管俱乐部。但面对球员的
高年薪收入，广州市足协根本无力托
管。广州市足协只能向广州市体育局
求助，希望政府能出面帮忙解决此事。
据悉，广州方面已经介入到恒大足球，
在专业足球场等事宜上帮忙找到了下
家。但有关一线队的托管和接盘事宜，
目前仍在研究中，最终的走向很可能

是由广州的其他企业出面，参与俱乐
部的股权管理和运营。

在俱乐部未解决资金危机时，广
州一线队目前也无法集中。据悉，由于
番禺足球基地没有工作人员和后勤保
障，所有一线队员目前都只能在各自
的家中进行自行训练，以保持状态。广
州市足协麾下有两大训练场，但位于
广州市天河区的天河体育场外场训练
场是中超联赛深圳队的训练场，而位
于广州市海珠区的燕子岗体育场则是
广州青年队的训练基地，因此难以提
供给广州队作为日常训练。
在卡纳瓦罗离任后，广州足球俱

乐部希望由郑智担任主教练，带队征
战余下的比赛。不过，目前郑智还没有
拿到职业联赛教练员资格证。而且，面
对如今的环境，队中部分球员难免心
生异念，有离开的想法。教练组平时还
需要做一些球员的思想工作。

一线队至今尚未集中

卡帅人走茶未凉，直言“还放不下”
8月中旬，中超第一阶段的比赛结

束后，广州队开始了一个半月的假期，
主教练卡纳瓦罗原本定于9月下旬从
意大利返回广州。不过，卡纳瓦罗等来
的不是返回广州的机票，而是俱乐部
与其解约的消息。
虽然卡纳瓦罗对外声称是自己提

出解约的要求，而且原因是因为疫情，
但明眼人都知道，广州队的现状才是
卡纳瓦罗与广州分手的真正原因。对
于卡纳瓦罗而言，以这样的方式与广
州球迷和中国足球告别，实在不是一
件令他愉快的事情。

卡纳瓦罗近期人在英国伦敦，他
的几个孩子在伦敦上学，卡帅飞到伦

敦，安排孩子们的上学、住宿等事宜。
不久前，他还接受了广东电视台的远
程采访。在采访中，卡纳瓦罗透露着满
满的不舍。“不光是广州的球迷，我还
要问候全中国的球迷，因为这些年不
管去到哪个地方，球迷们对我的热爱
和支持，我都记在心里，并且时刻都能
回想到这些画面。”在提到广州球迷
时，卡纳瓦罗深情地说道，“我要把祝
福献给这些年一直跟随广州队的球
迷，我自己也跟这支球队一起成长，自
己也在变化，广州的球迷、广州队在我
心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这一生都
会珍藏这些美好的记忆。”
广州队的球员是卡纳瓦罗最无法

放下的，特别是队内他一手提拔、成长
起来的年轻球员，“他们有些人从年轻
变得年长，变成父母，年轻球员从懵懂
成长为球队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我最
放不下的。”
据悉，卡帅虽然不再执教广州队，

但他每天都会在社交媒体上与球队互
动，也会叮嘱一些球员平时要注意哪
些问题，包括训练、饮食、作息等。他特
别提醒那些喜欢玩游戏的队员，一定
要注意按时休息，不要熬夜。卡纳瓦罗
认为，以广州队的实力，今年是非常有
希望拿到中超联赛冠军的，希望球队
能够保持斗志，为俱乐部、为球队、为
自己，坚持下去。

深圳队足协杯有“野心”
在广州队以15名预备队球员敷衍

应对足协杯并“如愿出局”时，同处于
广东省内的深圳队则凭借强大的实
力，以7比0大胜中乙对手陕西俑士超
越，赢得球队历史上最大比分的胜利。
同时，广州城苦战90分钟，与中甲球队
成都蓉城1比1战平，点球大战被淘汰。
这样，深圳队就成为广东唯一晋级16
强赛的队伍。

与广州队应付了事的态度不同，
广州城和深圳队对足协杯非常重视，
两队都把今年的足协杯看做是登顶的
良机。广州城足球俱乐部董事长黄盛
华在赛前表示，“今年比去年有更好的
时机去拥有一项荣誉，无论是俱乐部
管理层还是教练组，大家都希望能在
足协杯上走得更远。”在广州城看来，
对手成都蓉城排名中甲第四，目前正
全力征战中甲，期待冲超，足协杯并非
是成都蓉城的重心所在。广州城的实
力占优，而且比赛所在地广东梅州对
于广州城来讲也是半个主场，但广州
城最终被淘汰出局。
深圳队赛前虽然没有公开宣布要

夺取足协杯冠军的口号，但在阵容上

主力尽出，除了尚未归队的瓦卡索和
金特罗两位外援以及两名受伤的本
土球员外，深圳队其他球员全部赶赴
长春赛区。首战对阵陕西俑士超越，
因为对手是中乙球队，深圳队不能上
外援。但即便是全华班出战，拥有郜
林、孙可、王永珀等原国脚的深圳队
在实力上仍然高出一大截。结果，孙
可和王永珀双双梅开二度，郜林也有
一球进账。7比0的比分，是深圳队历
史上最大比分胜利。深圳队的表现让
主帅卡洛斯深感满意，“这场比赛双方
实力相差比较悬殊，但我们全场比赛
都认真对待，这是尊重对手，尊重比赛
的方式。我们的球员很好地贯彻了教
练的战术意图，有一个美妙的开局，我
们配得上这一场大胜。”

深圳队的下一轮对手是中超球
队沧州雄狮。从实力上讲，深圳队要
比沧州雄狮高出一个层次，八强已是
触手可摸。但深圳队的目标绝不仅仅
如此。为深圳赢得冠军奖杯，一直是
深圳队渴望的目标。在中超，面对山
东泰山、上海海港等队，深圳队未必
能在短期内实现夺冠的目标，但在足

协杯上，这一目标相对容易。深圳队
的球队专属大巴从深圳开赴长春，长
途跋涉了近3000公里。看得出来，深
足俱乐部很有信心球队能够在足协
杯走到最后。

在广州队深陷资金危机、广州城
队也难有大作为的情况下，财力雄厚
的深圳队如果能在今年取得突出的成
绩，有望接过足球“老大”的位置。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鹏佑

深圳队 7比0 陕西俑士超越
广州队 0比1 青岛青春岛
天津津门虎 3比0 北京北体大
重庆两江竞技 2比0 武汉三镇
长春亚泰 4比0 浙江队
山东泰山 1比0 南通支云
梅县球乡 1比5 河南嵩山龙门
大连人 2比1 中国U20
沧州雄狮 5比1 淄博蹴鞠
武汉队 7比0 丹东腾跃
河北队 0比1 陕西长安竞技
广州城 4比5 成都蓉城（点）
北京国安 2比3 四川九牛（点）
青岛队 3比2 昆山队

足协杯1/16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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