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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皮将于5月28日重返中国，开始第二次
执教中国男足之旅。里皮好友、意大利《米兰体
育报》记者法比奥·里卡利刚刚跟里皮取得联
系，里皮首度开口确认了他将回归国足，并表
示是对中国的感情让他改变主意重新回归。

里卡利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透露，

里皮告诉他，“今年1月的时候，我确实决定卸
任并回家。是的，我现在改变了决定，因为我觉
得我对中国的感激之情有负疚感。我在中国，
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尊重。考虑到这点，我决
定接受这个任务，去帮助中国足球成长。”

里皮承认他将马上回归中国，“我们将在世

预赛前再尝试一次，首要任务是过首轮关，然后
是走得尽可能远！”根据安排，2022卡塔尔亚洲区
预选赛将分三个阶段，包括资格赛、40强赛、12强
赛以及附加赛。中国男足直接参与40强赛的争
夺，40强赛的抽签将在今年7月进行，里皮很可能
成为抽签嘉宾。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2019年“一带一路”成都国际
乒乓球公开赛总决赛开幕

今年4月中旬，四川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海拔约2000米的一
台野外红外触发相机，摄录下一
张大熊猫的影像，图片清晰显示
出其独特的形态特征：毛发、爪子
均呈白色，眼睛为红色，正穿过郁
郁葱葱的原始落叶阔叶林。

25日，记者从四川卧龙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据专
家分析，根据照片上的外部特征，
可以判断该熊猫是一只白化个
体；从体型判断，这是一只亚成体
或青年熊猫，年龄1～2岁。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熊类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李晟研究员表示，“白化”现
象在脊椎动物各类群中广泛存在，
但均较为罕见，通常是由于基因突
变导致动物体内无法正常合成黑
色素，从而在外部形态上呈现白
色、黄白色或浅黄色。单纯的“白
化”突变并不影响动物正常的身体
结构和生理功能，除了可能造成动
物在环境中更容易被发现、身体对
日光直射比较敏感以外，通常对其

活动、繁殖均无明显影响。
而卧龙这次拍摄到的熊猫，

是野生大熊猫中记录到的完全白
化个体，表明在卧龙的大熊猫区
域种群中存在“白化”突变基因。

据悉，“白化”突变是隐性基
因，可以遗传。但只有当来自父母
双方的基因均为突变型时，动物
个体才会表现出“白化”的性状。
根据目前的数据还无法判断这只
熊猫的性别。当它与不携带突变基
因的正常野生个体（“黑白”熊猫）成
功繁育出后代时，第一代熊猫宝宝
的外部形态将仍是黑白色型，但体
内将会携带一份“白化”突变基因。

而之后，当两个均携带有突
变基因的个体交配繁殖，它们的
后代中就有可能出现两份基因均
为突变型的情况，在外部形态上
就表现为“白化”个体。这个大熊
猫种群中，“白化”突变基因是否
会进一步传递下去，还需要持续
监测研究。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林聪 图由卧龙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深夜酒后，成都市民郑先生坐
网约车滴滴回中和，却被司机载到
另一个方向上的双流九江。原本 40
分钟左右的行程被绕到 2 个小时，
预估的 50 多元费用也被绕成了 200
多元。滴滴方面表示，司机存在绕
路的行为，将扣其服务分，并且令
其暂停运营。

上周四晚上，郑先生和朋友玩到
深夜11点，准备回家。他身在成都市
二环路大石西路路口附近，打开滴滴
叫了一辆快车，信息显示，司机姓尹，
服务星级为五星，预估费用50多元。

晚上11:03行程开始。因为喝了酒，

头有点昏沉沉的，“在车上我醒一会、
眯一会的。中间有一次醒来，看到外
面的景致都认不得。”他看了下时间，
大约12点；再看软件里的定位，与回
家的路线几乎南辕北辙：一路往西，
都要到双流区九江了。“我问司机到
哪了，他说不晓得.又问还有多远，他
只是说正在往目的地走。”

没一会，郑先生接到了妻子魏女
士的电话。他给妻子发去了定位，并
分享了行程。

直到凌晨1点，郑先生才终于到
家楼下。正准备下车，“司机喊了我，
说订单有异常。”不过郑先生没有理

对方，径直回了家。订单上显示，这一
单总计费用223.11元。

郑先生向滴滴平台投诉。“滴滴
方面也给我回了电话，说司机确实存
在不按导航路线行驶的情况，会对司
机进行处理。”郑先生表示，“我还是
按照系统里的预估价格，支付了 50
多元，毕竟他还是把我送到家了。”

滴滴方面也告诉记者，根据向乘
客、司机了解到的情况，结合车内的
录音，“我们认为司机确实绕路了。”
工作人员表示，将扣去当事司机的服
务分，并暂停其服务。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彭亮 图据受访者

里皮确定回归国足并首度开口
“我们将尝试在世预赛走得尽可能远”

独 家 专 访 国 足 二 号 人 物独 家 专 访 国 足 二 号 人 物 、、里 皮 的里 皮 的““ 眼 睛眼 睛 ””

马达洛尼：
里皮对回归满腔热忱

里皮重回国
足已经确定，但是
他还要到下周才
能回到中国，备战
6月的两场关键
性友谊赛。不过，
他的老朋友、第一
助理教练马达洛
尼已经开始忙碌
——不断在中超
各个赛场穿梭考
察，为远在意大利
维亚雷焦的里皮
传去第一手军情。

马达洛尼是
里皮的“眼睛”，是
常设在广州大本
营的“主教练”，里
皮不在中国期间，
日常的训练、考
察、指挥事务都由
他负责，是名副其
实的国足二号人
物。

日前，马达洛
尼接受了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特
约撰稿人——里
皮好友、意大利
《米兰体育报》法
比奥·里卡利的独
家专访，关于里皮
的回归、关于国足
的目标，他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特约撰稿人
法比奥·里卡利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胡敏
娟 约稿/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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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短暂休息后回
来,这源于他对中
国有感情”

问：你如何看待里皮的这次回归？
他的态度是兴奋、平静还是无奈呢？

答：作为里皮最紧密的合作
者，我当时还是有些意外。但是我
能保证，对于中国国家队来说，没
有比里皮更合适的人选了。他当时
跟我说自己要回来的消息时，是满
腔热忱的，他很想继续做下去。

问：或许他还有点紧张？
答：没有紧张，这不是他的风

格。他这么多年都是在最高水平
的足球领域执教，包括世界杯这
样的顶级大赛，所以现在他是非
常平静的。当然他知道这次的担
子很重，但还是想要做好。

问：亚洲杯之后，里皮如此坚
决地离开，为何这次又回来了呢？

答：我能跟你保证里皮的选
择背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和背
景。他只是简单地认为当时他的
任务已经结束了，有些疲惫了，想
要回家。但是他对于中国和中国
人民的热情没有减少半分，现在
的选择也证明了这一点。其实当
年里皮也曾有一次离开后回归中
国国家队，当时他是和广州恒大
谈好了，后来因为（12强赛）形势
变化才去的中国队。想到这些你
就会明白，他和中国的关系比想
象中更紧密，所以休整一段时间
后，他觉得是时候回归了。

问：从内心来讲，你们还对中
国足球抱有期待吗？

答：我们需要厘清期待的含
义。不能说，有了里皮和他的团
队，突然一下中国足球和国家队
的水平就能达到世界一流了。我
们错过了4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没
有太多改变。现在我们知道该怎
么做了，我们将会在国家队中起
用一些年轻人，还可能会有一些
归化球员。我们将会拥有留洋球
员武磊，他在西班牙人半个赛季
有巨大的提升，无论是经验还是
对于国际比赛的成熟心态，这是
一些细微但是重要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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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里皮的安排,
与非常强的对手比赛
有风险”

问：这次回归，中国方面有没有给你们
具体的目标？你们自己又有什么样的目标呢？

答：我一直相信，我的职业发展和
里皮是一体的。当他告诉我想要回归的
时候，他让我自行选择，因为他知道我
现在家在维亚雷焦，我可以单独规划自
己的职业方向。或许我可以从青训方面
构建自己的未来。但是里皮让我了解
到，他需要我来中国帮他，所以我来了。
中国方面没有给我们具体的问题，我们
还将是那个团队，我还是会和德罗索一
起工作，唯一改变的是因诺岑蒂。我们
会一直待在中国，做着日常的工作。我
会经常去看比赛，和俱乐部方面谈谈。

问：你们如何看待中国球员出工
不出力的情况？

答：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中
国球员们在对待友谊赛和对待俱乐部
或国家队正式比赛时，比赛欲望是不
一样的。里皮对此事也是决意作出改
变，如果他觉得有些球员不能发挥出
最大能力时，宁愿把他们留在家中。我
们需要激励他们，让球员们知道穿着
国家队球衣时的重要性，无论何时何
地哪种比赛。当年在意大利，布冯和卡
纳瓦罗就从来不想错过一场友谊赛，
他们总是非常有热情和责任感。里皮
本人更是如此，他是意大利国家队的
象征，他自己就是榜样。

问：现在热身赛非常重要，打菲律
宾和塔吉克斯坦这两个不是很强的对
手，是你们要求的吗？

答：事实上，这并不是询问了里皮
的意见后决定的，但这是一个合理的
事情，从长远来看是一个好的选择。因
为7月时，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的抽
签就要进行，能成为种子球队是非常
重要的。如果能够赚分确保国际足联
排名的话，我们就会继续留下来，而与
非常强的对手比赛是有风险的。

问：为什么要把主场定在广州，是
里皮安排的吗？

答：考虑到中国队和广州恒大关
系的话，这就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这会
使得球队的备战更加便利，因为现在
时间有点紧迫了。

【

关

于

里

皮

的

安

排

】

“我是里皮在中国的
‘眼睛’，他不在中国
时我负责所有事情”

问：按照里皮的规划，这次你的角
色和以往有不同吗？

答：我和以前一样，是里皮在中国
的“眼睛”。他不在中国时，我会负责所
有事情。

问：中国足球青黄不接的情况非
常严重，你之前也带过U23队，在亚运
会成绩不佳。现在这批人可能会成为
未来国足的中流砥柱，你觉得里皮该
如何做呢？你给他建议了吗？

答：有些事情改变了。有一次我去看
武汉的比赛，发现他们的射手是1999年
出生的。这在以前很难发生，这也证明中
国足球进步了。我们需要帮助新一代的
球员成长，但不要过多地去逼迫他们。里
皮不需要我的意见，他知道如何把自己
的经验和年轻人的成长结合起来。

问：今年希丁克要带领国奥打2020
东京奥预赛，而里皮要带领国足打2022
世预赛，两项大赛都非常重要。如果选
择的人员有冲突的话，该如何解决呢？

答：我相信希丁克可以很好地利
用里皮此前关于年轻人的工作，我也
相信双方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现在
有一些年轻人，比如刘洋、刘彬彬、张
玉宁等都发掘了自己的能力，也和我
们在一起工作得非常好。具体的事情
将取决于球队的需要。如果U23队只
是打友谊赛，那么可能来国家队就更
有用。而如果U23队需要打奥运会预
选赛，那么没问题，他们应该去希丁克
的队伍。我们会非常灵活地权衡两支
球队的需要，照顾到各方的利益。

问：听说你们没有合适的翻译？现
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答：是的，文迁时现在因为家庭原
因不能和我们一起工作了，或许他未
来还会回来。我们将会有新的翻译，所
以这不会成为问题。

问：你考虑学中文吗？
答：我之前想过学中文的，但是后

来都停下来了，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未
来会发生什么。或许我错了，再看看
吧。现在，我们的合同是一年的，因为
我们首先要从小组赛出线，然后再谈
下一步的。

深夜酒后坐网约车被绕路
预估50元行程 2小时绕出223元
滴滴回应：司机存在绕路的行为，将令其暂停运营

在开幕式进行的特邀组男子
团体第一阶段比赛中，世界亚军
朱世赫领军的韩国队两战全胜，
晋级下一阶段比赛；而主将朱世
赫两次出战，均轻松取胜。比赛间
歇，这位老将接受记者采访时，为
成都点赞。

2003年巴黎世乒赛，朱世赫获
得男单亚军，这是他职业生涯获得
的单打最好成绩。在2016年里约
奥运会带领韩国队杀进男团四强
后，朱世赫选择了退役，随后在韩
国三星乒乓球俱乐部担任女队教
练。去年底，朱世赫宣布2019年将
以运动员身份复出，而他复出后
的首次国际大赛，就是“一带一
路”成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对于
本次比赛的目标，朱世赫笑言要夺

冠：“这次比赛的水平非常高，有很
多知名选手参加。我们的目标是赢
得冠军，我们的队员实力也非常
强，有几位都是韩国一队的队员。”

朱世赫跟成都的缘分很深，
他不但连续两年来成都参加“一
带一路”成都国际乒乓球公开赛，
更早在2003年就加盟四川男乒，
以外援身份征战乒超数个赛季，
对于成都非常熟悉。他说：“我对
成都的印象一直非常好，非常喜
欢成都。这里有各式各样的美食，
天气也非常舒适，我非常怀念在
四川队打球的那段日子。成都国
际乒乓球公开赛是一项非常好的
比赛，我也期待着今后两年都能
到这里参加比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成都银行杯“一带一路”成都
国际乒乓球公开赛总决赛昨天中
午在青白江区文体中心举行开幕
式。该赛事从2016年开始，已经连
续成功举办3年，成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广泛参与、颇具
影响的体育赛事。

今年的总决赛于5月24日～
26日举行，特邀组（男子团体）17
支代表队和公开组（混合团体）40
支代表队的运动员将展开激烈角
逐。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美国、法
国、西班牙、葡萄牙、韩国、日本等
23个国家的300余名运动员和教
练员参与，包括世界冠军施拉格、
世界亚军朱世赫、欧洲冠军布拉

什奇克、非洲冠军阿鲁纳、2019年
世乒赛男双亚军、亚洲亚军丁祥
恩等境外知名运动员和张超、郝
帅、许锐锋等国内优秀运动员。

今年的赛事采用“四站分站
赛+总决赛+训练营”的模式。四
站分站赛分别在成都邛崃、绵阳
梓潼、贵州贵阳、成都锦江举办，
各站脱颖而出的代表队参与总决
赛公开组角逐。训练营于5月13日
至5月25日、5月27日至6月10日在
中国乒协西部国际培训中心（成
都乒校）举办，美国、波兰、荷兰等
国家的运动员参与训练营。

本次总决赛的承办地——青
白江区，是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欧班列
（成都）通往欧亚大陆和东盟各国
的始发地。此次“一带一路”成都国
际乒乓球公开赛将以一流的竞技
水平、高参与度的全民健身格局、
完善的服务保障，有力促进“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体育
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必将成为新
时代成都对外开放的新窗口。

韩国名将朱世赫“豪言”要率队夺冠

专家分析：该区域种群存在“白化”突变基因

罕见！白色大熊猫
现身四川卧龙

时光穿越5000年，从古蜀金
沙、蜀汉三国，到唐宋、明清，再到
现代服饰……短短30分钟，通过

“穿越秀”和舞蹈的形式把天府服
饰的演变轨迹展现得淋漓尽致。

5 月 25 日晚上，由成都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2019首届中国成
都大学生周组委会主办的“2019
首届中国成都大学生时装周”正
式开幕。据悉，本届时装周吸引了

来自全球17个城市28所高校的
服装设计学生参与，其中川内院
校包括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等。

本届时装周将陆续举行时尚
产业论坛、首届成都服装设计新人
奖大赛、高校毕业生优秀作品发
布、校企合作对话暨设计人才双选
见面会、时尚市集等20多场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雨欣

首届中国成都大学生时装周来啦

订单行程

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