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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近日宣布“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将于明
年1月10日在广西举行，并确认中国方面将由国足参赛，
这也让此前外界关于里皮可能会带领U22国家队参加
“中国杯”的消息不攻自破。不过，考虑到如果召集所有国
脚打这个商业比赛可能打乱不少俱乐部的正常冬训计划，
增加国脚们受伤的可能，本身对这项比赛不太感冒的里皮
很可能会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将部分年轻球员充实
到国足中，既考察新人，也给年轻球员一次锻炼的机会。

合同之下，足协确认国足参加“中国杯”

在上演了国足首秀后，里皮一直到明年3月都没有
正式比赛的任务。不过在高洪波挂帅时期，万达集团宣布
要举办首届“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的消息，当时高洪
波对此比较支持，认为与欧美强队交手可以为国足练兵
起到一定的帮助。但里皮似乎对这项比赛不太感冒，此前
外界有消息称，里皮准备让U22参加“中国杯”的比赛，而
让正牌国脚们在俱乐部参加冬训，以保证冬训成果。

不过，“U22参赛”这个消息显然缺乏依据，事实上
中国足协对 U22 本身已有安排。按照足协日前公布的
U22集训计划，他们将从11月30日开始集训，期间赴武
汉、海口和卡塔尔多哈参加热身赛，整个集训将于明年1
月4日结束。如果中国足协同意让U22国足参加“中国
杯”的话，集训时间就不会截止到1月4日了。

日前，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杯”的参赛信息，确认由
国足与冰岛、智利、克罗地亚于明年1月10日在广西进行
比赛，据悉，这是因为万达集团、中国足协以及南宁有关
方面签订了严格的协议，规定必须由国足代表中国方面
参赛，这也是这也意味着里皮肯定要“加班加点”干活了。

为不影响国脚冬训，里皮可能给新人机会

按照里皮的计划，他将在下个月回到意大利与家人
一起过圣诞节，明年初返回中国。在“中国杯”参赛信息
确认后，里皮可能要提前收假了，因为国足将在明年1
月初开始为准备这项比赛而进行集训，而里皮还需要提
前确定球队的参赛名单。“中国杯”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
上会打乱不少俱乐部的冬训计划，按照惯例，不少俱乐
部都会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前往海外拉练，而广州恒
大、江苏苏宁这两支国脚大户在打完足协杯决赛次回合
后，最早要到11月28日才会放假，如果1月初又要到国
足报到参加“中国杯”，也意味着冯潇霆、郑智、郜林、黄
博文、李学鹏、梅方、李昂、吴曦等人的假期将会缩短。

据悉，里皮对“中国杯”不太感冒，他希望国脚们在冬
季除了能够得到足够的休息外，最好能在俱乐部完整的
冬训中完成新赛季的体能储备，毕竟国足的训练以技战
术为主，不大可能像俱乐部这样进行系统的冬训来进行
体能储备。如果在这个冬训的关键时刻召集所有国脚参
加“中国杯”，很大的可能是造成这些球员在新赛季中超
中状态和体能不佳，从而也会影响到世预赛后面的比赛。

这种情况下，里皮很可能会采取一种折中的方式来
准备“中国杯”——将一定数量的年轻球员充实到国足
中，比如在里皮首秀中被排除在23人名单中的上港新
星傅欢、2016赛季中超最佳新人李晓明以及像韦世豪、
唐诗这样的留洋球员。另外，U22国足在1月4日已经结
束在卡塔尔的热身赛回国，届时里皮也可以从中选择一
些看好的球员到国足来进行考察，这样，既能让年轻球
员们在与欧美强队的交手中得到锻炼，也能为未来的世
预赛储备人才。当然，里皮到底会召入哪些新人，还要看
届时的国足集训名单。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驾照被扣12分，花3200元买分
买分人、“分串串”被行政拘留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交警二
分局获悉，奔驰车主周某通过“串串”陈
某介绍，由唐某帮忙处理轿车电子眼违
法的行为构成谎报案情影响公安机关
依法办案，目前周某、陈某已被行政拘
留，唐某正在做进一步调查。

11月23日晚，40岁的周某坐在成都
交警二分局审讯室里后悔不已。周某说，
去年12月将自己的车借给了朋友，最近
前来处理电子眼违法时，才得知朋友驾
驶自己的车子因超速行驶，将被一次性
扣12分。碍于情面，周某并没有开口让朋
友处理，而是自己想办法，便通过“串串”
陈某联系上卖分人唐某，让唐某帮其处
理了此笔电子眼违法行为。据了解，在此
次买卖驾照分的违法行为中，通过陈某
牵线搭桥，周某买12分的价格是3200
元，唐某卖12分的价格是2000元。

据交警二分局民警刘元志介绍，经
查实，唐某从未驾驶过这辆奔驰轿车。
目前，周某通过陈某介绍、由唐某帮忙
处理电子眼违法的行为，构成谎报案
情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办案。公安机关
决定给予周某、陈某行政拘留七日，并
各处罚款500元的处罚。对唐某则正在
做进一步调查。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昨天，四川品胜男篮召开了“鹰王”
约什·史密斯加盟后的首次媒体见面会，
在与辽宁队的比赛后，觉得自己发挥不
够好的约什·史密斯感到很愧疚，他认为
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导致了球队没能赢
球。不过，愧疚归愧疚，对于饱受外界诟
病的三分球“浪投”问题，约什·史密斯表
示，虽然此前比赛三分明命中率不高，但
今后该投三分的时候，他依旧不会手软。

在前晚四川队与辽宁队的比赛中，
被寄予厚望的约什·史密斯表现差强人
意，尽管拿下23分13个篮板，但在与兰
多夫的对位中没有能够限制住对手。此
外，他糟糕的罚球成为球迷抨击的焦
点，15罚6中，40%的命中率甚至比孟达
和郭艾伦的三分球命中率还要低。赛后
不少球迷认为，如果不是约什·史密斯
的罚球过于糟糕，四川队在前三节可能
建立起来更大的优势，最终的比赛结果
不会是这样。这一说法也得到了一些四

川队队内人士的认同，“如果他的罚球
命中率高些，辽宁队根本就不敢那样来
防守他，整个打法就完全不一样了。”对
此，约什·史密斯表示：“其实在罚篮的
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想着怎
样把球投进去。我自己也很奇怪为什么
会这个样子，可能在比赛开始阶段我的
专注度不够，后面好了一些，所以第四
节我的罚球也改善了不少。接下来，我
也会在罚篮这方面多下工夫。”

在这场比赛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主教练杨学增提到，约什·史密斯在开
场阶段投篮不顺后，信心受到影响，导
致后来进攻不够坚决，很多球明明自己
打的机会更好，他却分了出去，让队友
也有些无法适应。通过数据统计可以看
到，约什·史密斯全场10次三分球出手，
有5次都发生在第一节，后来他的三分
球出手次数明显下降。对于记者关于主
教练是否要求他减少三分球投篮次数

的提问，约什·史密斯的解释是：“并没
有，教练其实也希望我继续保持这个投
篮的节奏，但对于我自己来说，通过对
比赛的阅读，我更多地想通过杀伤对方
内线，可以得分或者上罚球线，另一方
面，我自己也喜欢传球，我也希望能给
队友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加盟四川后，约什·史密斯打了5场
比赛，四川队2胜3负，除了第一场与广
东队的比赛只出手5次三分之外，其余
四场均出手 10 次以上，场均出手 11.4
次 ，但 仅 仅 命 中 16 个 ，命 中 率 只 有
28%……这个问题，其实当他还在NBA
效力时，就已经被外界诟病，当记者提
到这个问题时，约什·史密斯的回答是：

“我还是要自信地去投，我打了这么多
年球了，对于篮球有自己的理解，还是
要自信地去打每一场比赛，该投三分的
时候，就不能手软。”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摄影记者 张士博

明年1月，里皮或将“大炼新人”

“鹰王”昨日回应“浪投”三分质疑——

该出手时就出手

罗斯托夫3比2拜仁
贝西克塔斯3比3本菲卡
卢多戈雷茨0比0巴塞尔
阿森纳2比2巴黎圣日耳曼
那不勒斯0比0基辅迪纳摩

门兴1比1曼城
凯尔特人0比2巴萨
马竞2比0埃因霍温

欧冠16强诞生12席
昨日凌晨，欧冠小组赛第五轮第二

比赛日结束，随着巴萨和曼城携手出线
后，目前欧冠16强席位已经产生了12
席，现在只有B组没有球队提前出线，
另两个小组则各自还剩一个出线名额。
目前欧冠只有B组尚未产生提前出线
球队，那不勒斯和本菲卡同积8分，贝
西克塔斯积7分，末轮该组将上演生死
战，其中贝西克塔斯挑战已经出局的基
辅迪纳摩，反而出线希望最大，而本菲
卡则将与那不勒斯进行生死大战。而另
外两个出线名额将在G组的波尔图、哥
本哈根和 H 组的塞维利亚、里昂之间
产生。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足协赔了5000万元
卡马乔解约金闹剧结束

卡马乔这个名字已经逐渐被中国
球迷淡忘，毕竟 2013 年西班牙人从国
足主帅位置上被解职后，中国队已经经
历了代理主帅傅博和佩兰、高洪波、里
皮这三任主帅。日前，卡马乔被曝很可
能将在近期内出任加蓬国家队主帅，而
好事成双，卡马乔日前又从中国足协收
到了约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税前违约
金，也让持续了三年多的卡马乔解约金
闹剧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卡马乔执教国足期间，他和自己团
队的年薪合计为税后450万欧元，其中
卡马乔个人的年薪是税后280万欧元。
2013年1比5惨败给泰国队后，卡马乔
黯然下课，随后卡马乔的律师与中国足
协展开谈判，要求按照合同中所规定的
数额，全额支付被提前解约的卡马乔及
其团队未来一年半的薪水——约 645
万欧元以及相应的税费。中国足协则希
望把违约金控制在300万欧元左右，且
拒绝支付税费。双方难以达成一致，随
后卡马乔向国际足联申诉，国际足联也
做出了有利于卡马乔的判决。根据核算
结果，中国足协需要支付卡马乔 3000
万人民币的工资和大约2000万人民币
的税金、违约金利息，总计 5000 余万
元。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出租车上拾得小书包
民警连夜找到小主人

11月18日晚上，小亮的母亲发出一
条微博，感谢温江区公安分局寿安派出所
民警张明，让儿子的学习资料失而复得。

张明告诉记者，当晚8点多钟，他加
了班回家，然后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外
出办事，“上车之后我就发现后座上有
一个很小的包包，问师傅，对方才发现，
并称不是他的。”

张明让出租车司机调头，到了距离最
近的温江区柳城派出所，“想到失主可能
会着急，我就先把手里的事放了，争取找
到失主。”他在车上下意识的翻看了包内
的物品，发现了一本数学练习册和一个水
杯，练习册上面只写有姓名和“五年级”。

到了派出所，张明迅速通过“一标三
实”信息查询系统找到了小失主的家庭住
址，“上面没有显示联系电话，孩子家的地
址离我所在的派出所大概也就10多分钟
的路程，于是我就想到直接送过去，说不
定人家孩子正着急呢！”张明坦言道。

晚上10点左右，张明来到了孩子家
所在的小区，“我问了一位门卫大爷，对方
说刚才是有业主在说丢包包的事，并向我
指明了孩子家所在的大概位置。”张明敲
开了小亮家的门，找到了书包的小主人。

家长发微博感谢民警
网友调侃“孩子为何不高兴”

民警上门送书包，让小亮的母亲很

感动，她给儿子和张明拍了张合影，发
微博表达感谢，小亮母亲说，当时感觉
可能再也找不到了，想找出租车公司，
但又没记车牌，“儿子包里的书本上只
写有姓名和年级，没有具体地址，根本
没抱能找到的希望，没想到居然被警察
捡到，送了回来。”

不过，微博发出后，眼尖的网友发
现，照片中的小亮，没精打采地拿着包
包和书本，嘟着小嘴一脸不快的样子，
而旁边做了好事的帅气民警笑得很温
馨，用一位网友的话说，“怎么看怎么都
像热脸贴了冷屁股”。

因孩子“不领情”的表情，该微博随
即被大量转载和评论，有网友调侃说，

“包包丢了可以不写作业了，你怎么又
给我捡回来了，这么晚了还得熬夜写作
业。”还有网友称“孩子厌学，是故意丢
的包包，警察多管闲事捡回来，怎么能
不生气。”

“孩子，你为什么不高兴？”出于关心
和好奇，很多网友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孩子母亲：
娃娃被从梦中叫醒，还没回过神

张明回忆，当天到了小亮家，是孩
子的奶奶开的门，孩子已经睡觉了，被
母亲喊了起来。“不至于是故意丢的包
包，孩子家中贴有很多奖状，听他母亲
说，成绩在班上排前几名。”

昨日，小亮的母亲告诉记者，每个
周五，孩子都要参加数学培训班的学

习，由于当天孩子有些感冒，原本让他
不去，但孩子坚持要去。“晚上我和他奶
奶去接的他，一同坐出租车回来，到了
家之后，他突然说包掉在出租车上了。”
当晚，小亮因弄掉学习资料很不高兴，
由于感冒了，母亲让他早早睡觉，“孩子
课本上的作业并非当天就要完成，因此
不是担心民警把包包送过来了，还要熬
夜写作业。”看到网上的评论后，小亮母
亲哭笑不得，“孩子因为已经入睡，被叫
起来时还没有回过神来，并且感冒了身
体不舒服，所以在悲伤中和民警来了一
张合影，并非不想写作业。”

民警回应：
只是想帮孩子省点事

今年24岁的张明老家在湖南，刚到
温江区公安分局工作不到两年。因为帮
孩子送包包的事，他受到了众多网友的
关注。

他自称，帮助别人是自己职业的天
性，更是父母从小的要求。因为热爱警
察这个职业，放弃了在名牌大学深造的
机会，在大学毕业后来到温江做了一个
平凡的刑警。张明开玩笑说，希望自己
的举动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心情。在给网
友留言中他这样说道，“都是从学生时
代过来的，写了一半的练习册掉了又要
重新开始，真的很麻烦，而且是一本奥
数练习册。送还回去也许只有10分钟，
但对孩子来说会省很多事。”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民警拾得书包连夜送还失主
孩子为啥不开心？
一边是警察叔叔在微笑，一边是小男孩萌萌地嘟着小嘴。昨日，一张表情截然不同的二人合影，在网

上火了。原来，在11月18日晚上，已经下班的温江区公安分局寿安派出所民警张明坐出租车时，在车内
捡到了小亮遗失的小书包，张明返回派出所查询到小亮的住址，深夜将包送了回去。小亮母亲随后拍照
发微博表示感谢。包包、书本失而复得，小亮应该高兴啊，但他为何一脸不快的表情？有网友调侃说：“本
来有借口不写作业了，你怎么给我捡回来了……”

“我每次上跨线桥都要被不平的路面坑一下，都已
经半年多了路还没修平。”成都市民刘先生昨日向成都
商报反映称，在中环路锦绣跨线桥重新修复后，桥面与
路面不平整，在衔接处出现了一块面积很大的“断口”，
每次经过的时候车辆都会被折腾一下，这种情况出现
有半年了，一直未见改善。据成都城投集团回应，中环
路正在进行改造，跨线桥桥面重新铺过，出现断口的区
域正好是地铁公司负责路段与城投负责路段的交接
处，他们将立即派遣施工人员对路面进行修复。

昨日中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中环路锦绣跨线
桥，发现刘先生所称的“断口”位于成都东站往成龙路
方向上桥处，“断口”长约 5 米宽 2 米，凹陷深度不均
匀，约两三厘米。桥面上新铺上的一层沥青清晰可见，
而“断口”内则没有铺设新的沥青，同时与路面接缝处
也区别明显。

记者在此观察了一会，一些没有看见“断口”的车辆
快速驶过，由于速度快，没有刹车，车子被狠狠地弹了起
来，“砰”的一声落在地上；一名男子骑着摩托车快速通
过，被不平的路面坑了一下，失去平衡，差点摔倒。

随后，记者将该情况反映到相关部门，负责跨线桥
道路改造的成都城投集团对此进行了回应。“出现断口
的区域正好是地铁公司负责路段与我们负责路段的交
接处，为何会出现未完整铺设的原因正在调查。”成都城
投集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路段之前进行了改造，桥
面重新铺设过沥青。在收到反映后立即派人赶往了现场
查看，确实存在一块区域未进行沥青铺设。对此，成都城
投集团工作人员表示将立即派遣施工人员对路面进行
填补，尽快恢复路面顺畅。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中环路跨线桥出现施工遗留“断口”

相关单位：立即修复

成都空港进境水果指定口岸开通

波兰苹果昨抵蓉城
昨日，波兰苹果首航仪式在成都

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机场货运站
国际货站举行，这标志着成都空港进境
水果指定口岸正式开通。口岸的首单进
口产品即是波兰出口到我国的首批重
达2.16吨的苹果。

据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该
批苹果入境后，首先接受口岸检验检疫
部门的现场检疫，随后进入监管仓库，
四川检验检疫局技术中心实验室对抽
样产品进行了中波议定书要求的14种
检疫性有害生物检疫鉴定和中国政府
监测的75项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指标
检测，均未检出和超标。“检验检疫合格
准予放行，可进入国内流通市场。”作为
欧洲第一大、世界第三大苹果生产国，
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苹果出口国的波
兰，其产量80%都用于出口。成都成为全
国第一个尝鲜波兰苹果的城市，最快本
周内就能尝鲜。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由于受制于物流成本，首批波兰苹果并
不便宜，市价约20块1斤。不过，进口商
同时表示，随着今后海运、铁路等运输
方式的跟进，波兰苹果的价格有望下调
至10元以内。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约什·史密斯进球后很享受球迷的欢呼

“鹰王”投不进也很沮丧

周边环境脏乱、车辆乱停乱放、
公共设施缺损……所有您身边的涉
及民生和公共利益的问题，您都可以
向我们反映。成都商报“民声直通车”
专栏，倾听市民呼声，回应市民期待，
联系相关部门，促进问题解决。您可

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86612222，也可以进入“投诉”频
道，点击“我要投诉互助”按钮上传您的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