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费：每人

13500

欧元

后勤报名费：每人

8500

欧元

差旅住宿费：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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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服头盔和帐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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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行政检查费、 技术检查

费、卫星导航通信费、车手签证费、执

照手续费等：单车最低

6000

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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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巴萨在其官网上宣布，法国后

卫阿比达尔在经过8个月的康复期后，已

被允许重新踏入职业足坛， 这位33岁的

老将或将重披巴萨战袍。

由于肝脏肿瘤，阿比达尔于今年3月

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 并因此告别球场

至今，期间还传出他或将退役的消息。然

而他手术后恢复良好，经过会诊，巴萨的

医疗组认为阿比达尔可以重返绿茵场。

据了解， 阿比达尔将在接下来的两周进

行恢复性训练， 之后将于下个月重新回

到巴萨的团队当中。

另据《阿斯报》透露，《法国足球》

在评选2012年法国足球先生时， 阿比达

尔拿到了一张宝贵的选票。 这一票是两

届法国足球先生得主本泽马投出的，因

为他认为“阿比达尔的抗癌经历不亚于

在绿茵场上拼杀， 能战胜病魔的阿比达

尔理应成为法国足球的新偶像。”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

巴西国防部昨日宣布， 巴西军队将

在2013年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加强边境

地区战略地点的警戒， 以确保当年举行

的国际足联联合会杯的安全。

国防部长塞尔索·阿莫林在此间举行

的记者会上说，巴西将动用陆海空三军的

20万官兵，配合警方进行边境地区的安全

保卫工作， 防止犯罪集团从那里进行渗

透。目前，巴西常备军的总人数只有30多

万人。阿莫林指出，加强边境地区战略地

点的安全，旨在保卫将于2013年举行的联

合会杯大赛。他没有透露采取行动的具体

时间，但明确地做出保证，这不会影响到

前来观赛的外国游客顺利进入巴西。

2013年的联合会杯将于6月15日至30日在

巴西举行， 除世界杯卫冕冠军西班牙队

和东道主巴西队外，还有各大洲的冠军队

前来参赛。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8日报道，巴

洛特利前女友菲珂近日在接受一家意大

利杂志采访时，首度将才诞生3周的女儿

Pia的照片公之于众，同时她还斥责巴神

毫无责任感。

据英国媒体曝光， 在女儿诞生当晚

巴神竟然与一名比利时名模在豪宅内鬼

混。对此巴神前女友菲珂已经忍无可忍，

“马里奥太不负责任，他不关心自己的女

儿还有我， 根本不愿意分一点时间给自

己的女儿， 看不出他对女儿和我有任何

的兴趣。”菲珂还描述了自己分娩当天的

遭遇：“我的手术是在傍晚6点30分开始，

但我在下午3点的时候就发了短信给巴

洛特利， 整个过程直到孩子出生以后我

都一直在给他发消息。 最后在第二天凌

晨0点30分的时候打通了他的电话，我告

诉他孩子出生了，但得到的答复是：‘喔，

但是我根本不关心。’之后他立刻就挂断

了电话。” 菲珂愤然表示：“他本来是计

划要和我结婚的， 然而这一切却在一夜

之间轰然倒塌，我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要为Pia和他做一个亲子鉴定。”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实习生 任克非

达喀尔“中国力量”锐减

新赛季达喀尔开战在即，而在昨日，

所有的参赛车辆和后勤车辆都已经运抵

秘鲁最大的港口卡亚俄港。 在这些参赛

车辆中， 有109辆摩托车、12辆四轮摩托

车、278辆汽车和225辆卡车，其余还有一

些救援车与运输车。让人有些意外的是，

参赛明年达喀尔的中国车队热情锐减，

与今年4支车队6组车手角逐达喀尔汽车

组比赛的热闹不同，上述4支车队中目前

只剩下长城哈弗车队的2辆车参赛。另

外，魏广辉为车手的金城车队将参加摩

托车组的比赛。

达喀尔拉力赛被称为世界上最艰苦

的汽车拉力赛， 从2003年罗丁和刘大地

参赛以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车手开始加

入到这项“勇敢者的游戏”。今年的达喀

尔拉力赛，成都农商银行车队、云南东方

赛车队、 长城哈弗车队和福建狼图腾车

队一同征战汽车组赛事。 最终参赛车手

全部顺利完成比赛，东方车队周继红/廖

岷拿到赛段第21、 总成绩第19名的好成

绩，同时也追平了中国车手最佳战绩。但

仅过一年，中国车队纷纷退出，不禁让人

感到惋惜。

成都本土车队受制于赞助

今年的达喀尔拉力赛中， 成都农商

银行车队派出周远德/潘宏宇和梁熹/黄

凤革两组车手参赛， 但在明年的达喀尔

拉力赛中这支本土车队遗憾没有报名参

赛。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电话联系了车队

“老板车手”周远德，对于没有参赛的原

因，他言简意赅地说：“因为赞助合同到

期了。”在今年的达喀尔拉力赛中，成都

农商银行车队的两组车手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但和赞助商的合同结束后，双方

并没有达成新的合作协议，没有赞助商，

车队自费参赛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该车队负责外联的工作人员刘斌昨

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参加达喀尔其

实并没有外人看起来那么风光， 车手在

外语言不通， 条件艰苦， 本来就很不容

易。而且一个人参赛就需要几百万，再加

上后勤车辆等一起的话， 至少得花费上

千万，没有赞助的话，一般的车队根本承

受不起。”

据车队方面透露，目前车队正在改

装数据， 准备参加明年国内的重点赛事

中国拉力赛，至于什么时候重返达喀尔，

车队并没有透露明确的时间， 只是说这

得考虑车队和赞助单位等多方面因素。

推广不力带来连锁反应

除了成都农商银行车队以外， 云南

东方赛车队和福建狼图腾车队也在今年

选择退出达喀尔拉力赛， 他们选择退出

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达喀尔拉力赛在国

内关注度的不断下降。

在刘斌看来， 达喀尔拉力赛在国内

关注度下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

先是达喀尔赛事方面在中国的推广做得

不够， 其次是央视方面不再对达喀尔进

行推广。 由于央视和达喀尔方面的转播

合同到期，从今年开始，央视就不再对达

喀尔进行转播。失去了央视这个大平台，

达喀尔拉力赛在中国的关注度迅速下

降， 其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赞助商利益

受损，尤其是经过今年的比赛后，各车队

和赞助商对此深有感受， 因此今年退出

的赞助商非常多。“赞助商有些急功近

利，一旦短期效益不佳他们就会退出”，

刘斌的话语中透出了无奈。

达喀尔拉力赛路途艰险，投入巨大，

但每年仍然有很多车手与车队对此趋之

若鹜，除了挑战自我以外，推广赛车品牌

才是真正目的。据了解，长城哈弗车队之

所以能够在明年1月第四次征战达喀尔

拉力赛，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汽

车在南美地区销量很好， 参赛有利于进

一步推广汽车品牌。 长城汽车新闻总监

近期就在自己的微博上发表一篇文章

《花费半个亿 挣个名气值不值》， 在文

章中他提到业界有疑问： 哈弗为何死磕

达喀尔？对此，他表示：“对于急速发展

的中国汽车品牌而言， 国际化是步入一

流车企的通行证。 而国际化绝不仅是把

产品卖到海外， 而是在全球形成强大的

品牌影响力。”从这里，也许就能看出长

城哈弗车队继续参加达喀尔的初衷。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达喀尔热退烧

达喀尔拉力赛一直以来都

承载着赛车爱好者挑战极限的

梦想，明年1月5日，2013年达喀

尔拉力赛将在秘鲁利马发车。北

京时间昨日，参加此次达喀尔拉

力赛的654辆赛车和后援车运抵

秘鲁最大的港口卡亚俄港，参赛

者将在近日开始办理过关手续。

让人感到遗憾的是，今年参

加过达喀尔拉力赛汽车组的4支

中国车队中，明年只有一支继续

达喀尔之旅， 赛车数量也由6辆

减少到2辆，而赞助商、电视转播

等多方面原因让这项历史悠久

的赛事在中国车坛开始降温。

中国车坛

在12月18日进行的一场意大利杯

1/8决赛中，国米主场有惊无险地以2比0

击败了意乙球队维罗纳。在这场比赛中，

国米由于首发门将卡斯特拉齐受伤无法

坚持，而又用完换人名额，在最后14分钟

时不得不用阿根廷射手帕拉西奥客串门

将，好在帕拉西奥表现稳健，力保城门不

失，几次扑救颇有专业守门员的风范。

赛后，接受国米官网采访时，帕拉西

奥道出了详情：“原本队长齐沃想要担

负起客串门将的任务， 但他回到场内跟

我们说教练更倾向于由我或者阿尔瓦雷

斯来担任门将，而我只好挺身而出。好在

我过去跟朋友踢球时扮演过门将的角

色。”而国米主帅斯特拉马乔尼也表示，

帕拉西奥在客串门将时的发挥让后防队

友都感到放心，“我很满意他。”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整理

抗癌斗士或将重披巴萨战袍

巴西将动用军队保卫联合会杯

国米射手客串门将 守住了

女儿出生时 巴神忙着鬼混

长城哈弗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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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神女友携女儿亮相

周勇将代表哈弗车队征战达喀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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