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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预赛亚洲区分档

第一档次：伊朗、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卡塔尔、阿联酋、沙特、中国

第二档次：伊拉克、乌兹别克斯
坦、叙利亚、阿曼、黎巴嫩、吉尔吉斯斯
坦、越南、约旦

第三档次：巴勒斯坦、印度、巴林、
泰国、塔吉克斯坦、朝鲜、中国台北、菲
律宾

第四档次：土库曼斯坦、缅甸、中
国香港、也门、阿富汗、马尔代夫、科威
特、马来西亚

第五档次：印尼、新加坡、尼泊尔、柬
埔寨、孟加拉国、蒙古、关岛、斯里兰卡

里皮不去抽签现场
足协派专人前往

中国足协原本计划让主教练里皮
亲自前往，但在抽签地从卡塔尔多哈易
地马来西亚吉隆坡之后，里皮改变了原
先的计划，决定不再前往。不过，中国足
协对此次抽签是相当重视。分管国家队
工作的足协执委蔡勇和国家队领队刘
殿秋会到吉隆坡参加抽签仪式。确定小
组赛对手之后，两位负责人也会“现场
办公”：了解对方主场设置地点，球场的
草坪质量如何，并将获得的军情与里皮
教练组对接。

按照亚足联比赛安排，种子球队
第一轮的比赛（9月5日）都会轮空，因
此国足的第一场比赛将是 40 强赛第
二轮（9月10日），客战小组第四档球
队。中国队8 月集训营的设置将取决
于第一个客场在哪里踢。如第一个对

手来自东南亚，那么球队很有可能把
集训营设置在广州。如果第一个对手
来自西亚，中国队就需要提前几天前
往赛地倒时差。

“最弱种子”中国队成香饽饽
二三档次球队恐成拦路虎

尽管里皮回归后热身赛连胜两
场，以亚洲第八的排名最终保住了种
子资格，但是国足仍然可能会遭遇第
二档、第三档球队的挑战。目前就有越
南和马来西亚媒体称希望和中国队同
在一个小组。

纵观第二档次球队中，实力最强
的要数乌兹别克斯坦队和伊拉克队。
这两支球队也是杀进上届世预赛 12
强赛的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还曾和
国足同组，国足先是在客场负于对手
然后在主场扳回一城。不过近几年与

这两支球队交手，中国队均负多胜少；
即便是实力稍弱的叙利亚队、阿曼队、
约旦队和越南队，中国队也没有必胜
把握。因此，如果能抽到第二档球队中
的吉尔吉斯斯坦队和黎巴嫩队，才算
是相对较好的结果。

至于第三档球队，国足的赢面就
显得较有把握。国足近期在热身赛战
胜的菲律宾队和塔吉克斯坦队都来自
第三档。眼下能给中国队制造一些威
胁的第三档球队是泰国队、巴林队和
朝鲜队。近年，来自泰国的国字号球队
已数度击败中国国字号球队。不过在
亚洲杯国足还曾击败过泰国队，应该
比较有信心。朝鲜队和巴林队近年来
在亚洲赛场上表现不佳，国足如能抽
到这两队获胜概率会高一些。至于排
在第四档和第五档的球队，都不太可
能对国足构成很大威胁，其中印尼队、
科威特队、马来西亚队或许能在自己

的主场较有战斗力。
上届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 40 强

赛，中国队和卡塔尔、中国香港、马尔
代夫和不丹分到一个小组，可谓是绝
对的上上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最终
中国队还是要到最后一轮，依靠“半个
亚洲的帮忙”才实现了惊险出线。这次
40强赛，有了里皮全程压阵，加上已经
入籍的李可和有望在9月前入籍的埃
尔克森助力，不知中国队是不是会比
上一届亚洲40强赛的表现要好一些。

另外，作为2022年世界杯的东道
主，卡塔尔队将作为种子球队参加40
强赛的比赛，但是这只是作为练兵，他
们将不参加12强赛。这就意味着卡塔
尔若晋级12强赛，则在40强赛中成绩
最好的小组第二名中排名第五位的球
队将顶替卡塔尔队，出战世界杯亚洲
区预选赛 12 强赛。这对中国队来说，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消息。

归化球员将规范管理
合规球员随时可入选国足

对于40强赛各队首次注册报名球
员人数，亚足联没有限制。尽管每场比
赛每队只能报名23位球员，但首轮比
赛后，各队在未来各轮赛事举行前7天
还可以补报其他球员。这意味着，“入
籍候选球员”即便因手续问题无法在
40强赛开赛前入选国足，也可以在手
续办理完毕后，在40强赛进行期间及
时到队。这就给了正在火热进行的归
化球员以入籍和办理手续的时间。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3月28
日出台《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
暂行规定》后，足协还将进一步出台

“关于协助办理优秀外籍球员入籍申
请工作的暂行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将对归化球员进行有序管
理，杜绝出现更多“打擦边球”式的投
机行为。这份“实施意见”对作为中国
足球主要的人才储备库中超、中甲俱
乐部在引进入籍球员，特别是引进非
华裔血统球员方面提出了严格而细致
的要求。具体来说，就是申请入籍的非
华裔血统球员必须满足三大条件：首
先申请人已经在中超或中甲连续效力
4 个赛季，要么已经连续在中国内地
居住5年（每年居住时间超182天）；第
二、提交入籍申请当年必须年满 18
岁，小于26岁；第三、此前未代表现在
所属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各级代表队参
加过任何国际正式比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足协将在“实
施意见”正式出台后执行相关规则。因
此埃尔克森、阿洛伊西奥等入籍球员
候选虽然“超龄”，但只要其入籍申请
提交于新规落地前，那么依然可以在
依法依规的基础上落实相关手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综合报道

大家对杨紫的印象可能是《家
有儿女》的小雪，最近，杨紫又带

“火”了一部剧，那就是和李现合作
的《亲爱的，热爱的》。

在《陈情令》和《长安十二时辰》
等热门剧的夹击下，《亲爱的，热爱
的》在东方卫视播出后，收视破 1，
话题讨论度也居高不下。杨紫饰演
软萌可爱的高智商女学霸佟年，因
偶遇信息安全领域 K&K 战队领队
韩商言（李现饰），被其深深打动，二
人在各自通往冠军梦想的路途中碰
撞出灿烂的爱情火花。

记者：你介意观众为你贴标签
吗？在演绎佟年的过程中，你有刻意
与原来饰演过的角色作区分吗？

杨紫：其实我觉得演员被贴标
签我不是特别喜欢。就像我以前演
小雪，可能十多年了大家还觉得我
是小雪，代入感比较深这点挺可怕。
然后我演佟年的时候，也怕观众把
她跟我以前演过的邱莹莹联想在一
起，因为她们都很可爱，又是现代
戏。所以我表演的时候，尽可能规避
邱莹莹很多动作，其实都有在注意。

记者：剧中感情升温特别快，对
你来说现实中发生一见钟情的可能
性大吗？

杨紫：我觉得现实中一见钟情
就是很有可能的，很多人都是一见
钟情。

记者：李现在片场也是这种高
冷总裁型吗？

杨紫：李现是很可爱的大男孩
儿，像邻家男孩那种。

记者：现实生活中，你会喜欢韩
商言这类男生吗？

杨紫：生活中的韩商言，我会
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一般就绕道
走了。

记者：能介绍下唱《红灯记》这
段戏的拍摄吗？拍前有没有专门排
练下？生活中唱歌技能如何？

杨紫：《红灯记》原小说就有，然
后电视剧里有，其实那个调儿我也
会唱。因为我爷爷小的时候很喜欢
唱京剧，还有包括苏三，也听他唱
过，因为它的调非常高，我就重新把
词背了一下，然后大概练了一遍，然
后去上。但因为调实在太高，出来的
效果就是比较搞笑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李瀚林

近日，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
古装悬疑剧《长安十二时辰》正在热
播中，观众给出了“年度最精良古装
剧”的高评价。

而在该剧的众角色中，有一个四
川球迷熟悉的身影。剧中“长安第一千
金 ”大将军王忠汜之女王韫秀的扮演
者，是前中乙球队四川力达士的董事
长兼总经理艾如。在接受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艾如表示，目前
她已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演艺事业
里。在《长安十二时辰》剧中，王韫秀这
个爱惹事的蛮横大小姐，引起了观众
的关注。艾如表示：“我其实对每个角
色都有遗憾，每一个角色我都是用心
去演的，但每次演完后，我都想下一次
会比这次演得更好。”

力达士曾经的目标是
第三年打进亚冠

艾如目前全部身心都投入到演
艺事业里。但在5年前，艾如是中国足
坛最具关注度的人物之一！

艾如1989年12月出生于四川雅
安，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影视
戏剧表演专业。艾如曾荣获2009-2010
年第七届世界旅游小姐大赛全球总冠
军。她在2010年因出演《裸婚时代》女二
号孙晓娆而被大家熟知。艾如也是一名
富二代，她的父亲是力达士石油化工公
司老板艾雅康，力达士是在美国华尔街
上市的四川首家民营企业。

2014年，力达士与四川省足管中

心合作，以四川U20队为班底组建职
业足球俱乐部，征战乙级联赛。当时
艾雅康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的目
标是第一年冲甲，第二年冲超，第三
年打进亚冠！”

而在发展演艺事业的同时，2014
年2月，不到25岁的艾如出任新组建
的中乙球队四川力达士足球俱乐部
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艾如说：“我
喜欢的并不是足球这项运动，只是喜
欢一些明星。2002年世界杯期间，我
初中班上的同学都在讨论和足球有
关的事情，我也就逐渐认识了一些球
星，然后慢慢就变成了一个追星族。
我最喜欢的球星是贝克汉姆和卡卡，
只要有他们出现的球赛我都会看。”

征战中乙一个赛季后
因欠薪球队被解散

当年乙级联赛，一年一千万左右
的投入应该是处于中上游水平，而当
年艾雅康向记者透露，为了能在未来
的两个赛季成功冲超，俱乐部准备了
上亿元的资金。在很多人看来，艾如
完全可以让父亲用这笔钱为她量身
订制一部戏。但艾如表示：“任何人都
不愿意自己身上贴着一个‘凭关系’
的标签，而作为演员尤其需要注意这
些，因为你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我
参演的片子，知道我爸的都会让我投
资，但凡是我爸投资了的片子，我都
不会参与，其实我的角色我不投资也

拿得到，那为什么还要去投资？而且
影视行业收回投资周期长，我把这么
多钱投到电视剧上是没有必要的。”

在艾如担任四川力达士董事长
兼总经理期间，她和球迷经常在微博
互动，去现场看比赛，在球队输球时
会逐一拥抱球员。同时她也在恶补足
球知识，学会一些技战术名词，叫得
出队内多半球员的名字。

但四川力达士并没有实现自己
许下的豪言，赛季结束后，球队积分
仅仅位列南区倒数第三。赛季期间，
也不时有中途换帅、工资减半、凑不
齐18人大名单的事情出现。

特别是中乙第4轮0比7不敌梅

州客家，创下了四川足球队主场最大
比分的输球纪录，那场比赛球队大名
单只有 15 人，且 15 人中没有替补守
门员。而在那场比赛之前，力达士俱
乐部说球队将于6月份上市，所以提
前向球员发售原始股，代价是原有工
资减半。这一安排遭到了部分球员的
反对，可俱乐部的处理方法是，同意
此调整的15人进入大名单，不同意的
被下调至预备队。

2015年，四川力达士仅征战中乙
一个赛季后，由于没有解决球队的欠
薪问题，被中国足协取消下赛季中乙
注册资格，球队也因此被解散。

特约记者 邱季

北京时间今日17时（马
来西亚当地时间17时），亚足
联将在国际足联的监督下，于
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大会议
厅进行万众瞩目的2022年
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第二阶段40强赛的分组抽签
仪式。届时央视CCTV5+将
现场直播。由于中国男足处于
第一档次，所以在40强赛中
不会和传统强队“日伊韩澳卡
阿沙”同组。

中国男足作为种子队究
竟将与哪些球队同组，这无
疑是中国球迷关注的话题。
根据亚足联自上届世预赛的
相关规定，世预赛40强赛将
同时兼顾亚洲杯预选赛的功
能，8个小组头名以及成绩较
好的4个小组第二，将打进
世预赛下一阶段的12强赛，
同时确保晋级2023年中国
亚洲杯正赛。

作为种子球队，加上
2023年东道主的标签，让中
国队的身份顿时“显赫”起来，
据了解，中国男足主帅里皮届
时将不会现场出席抽签仪式。
代表国足参加40强赛抽签仪
式的中国足协专职执委蔡勇、
领队刘殿秋将在抽签结果出
台后第一时间“现场办公”，与
里皮教练组实时沟通。

2022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今日分组抽签

归化球员归化球员
或将与国足并肩作战

星星大学生
诗歌夏令营昨日开营

昨日，一年一度的星星大学生
诗歌夏令营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开
营。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迎来第
12 个年头，是国内诗坛最早、延续
时间最长、以在校大学生诗人为主
要对象的诗歌活动，在汉语诗坛有
着较大影响力，已成为汉语新诗人
出发的港口和高地。

望着眼前这群充满活力的年
轻人，《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感
慨万千：“中国新诗百年，他们代
表的就是中国新诗未来发展方
向。”年复一年，《星星》诗刊编辑
部总会全体出动，昨日，他们冒着
细雨，穿着印有星星 logo 的粉红
色 T 恤，走在学生群中。这 22 个大
学生诗人是从一千余名报名者中
遴选出的，主要来自北京大学、复
旦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按照过
去传统，《星星》诗刊编辑部依旧
把每人的诗歌代表作汇集成为一
本诗集，参加者人手一本。“天上
有三颗星星：一颗是青春，一颗是
爱情，一颗就是诗歌。”这是诗集
封底的一行字。

《星星》编辑部陪伴大学生们
一起“诗意周游”成都周边，昨日
开营后，大学生诗人们参观了三
苏祠，在接下来的 4 天时间里，他
们还会去青神汉阳小镇、熊猫馆、
苏东坡初恋地、电信基地等人文
景观。龚学敏说，大学生们可以在
这里与编辑部前辈共同探讨诗
歌，与同辈人思想碰撞，收获友
谊，共同成长，诗歌本就是年轻的
事业，他们也期待和朝气蓬勃的
大学生度过一段特别的旅程。来
自北京大学的王年军写新诗近七
年的时间。这次加入了喜爱的诗
刊举办的夏令营，他说，给自己出
游找一份理由，和诗刊前辈与同
龄人共同探讨诗歌，结识更多朋
友。年轻时处于焦虑阶段，来到这
里是这个夏天最难忘的事情。

本次夏令营还特别邀请了著名
作家、诗人、鲁迅文学奖得主叶舟，
著名诗人、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副院长杨庆祥给大学生诗人们
进行专题讲座，让孩子们在领略眉
山人文风采的同时，也能收获专业
知识的熏陶。据悉，此次夏令营活动
还将举行专题朗诵会，大学生诗人
们将为7月18日晚的诗朗诵会进行
精心准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当年的力达士足球美女老板

如今只谈《长安十二时辰》

记者：《长安十二时辰》这部剧
里，王韫秀这个角色你是怎样争取
到的？

艾如：当时我在旅游，经纪人给
我发信息，说这部戏有个角色本来定
了人，但突然之间有变动，就让我试
一下。我就中断旅游直接飞回去，后
来就演了这个角色。

记者：剧中和哪位演员的合作是
最默契的？

艾如：和我对手戏最多的是余
皑磊，我和磊哥合作很默契，每场戏

有什么想法大家都会互相沟通，然
后尽力去呈现，我觉得这个过程非
常棒。

记者：剧中哪场戏是你发挥最
好的？

艾如：我觉得是马车中那场是我
演得最舒服的，那是一场独角戏，感
觉把心中的压力在那场戏中一下发
泄出来了。

记者：这部戏里，有没有让你刻
骨铭心的场景？

艾如：铜镜那场戏，蚂蚁从嘴巴

里爬出来，这个场景很独特，而且我
有一个后退的镜头，我坐在车上，工
作人员在旁边推我，我感觉自己像在
游乐场玩一样。

记者：王韫秀这个角色是你自己
最满意的角色吗？

艾如：我其实对每个角色都有遗
憾，每一个角色我都是用心去演的，
但每次演完后，我都想下一次会比这
次更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演王韫秀是机缘巧合对话艾如对话艾如————

现实中若遇到韩商言
我要绕道走

杨紫谈与李现拍戏：

里皮与埃尔克森
或将在国足相逢

艾如在赛后安慰球员

艾如在《长安十二时辰》里扮演王韫秀

网友曝出疑似埃尔克森的入籍资料

网友曝出疑似阿洛伊西奥的入籍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