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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队
黑马还是鱼腩

2019年1月7日
星期一

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里皮
显然心情不错，刚来到现场就
主动和记者打招呼。虽然身经
百战，但这是里皮第一次亚洲
杯之旅，他对此也充满期待。

“我们从去年11月30日就开始
集训备战，现在已经有近40天。
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也非常
自信能打好这次亚洲杯的比
赛。亚洲杯对我们而言是非常
重要的赛事，我们希望能有好
的表现。”

里皮在发布会上进一步表
示，“将带着我们的真心去打好
比赛每一场。”面对国足目前缺
兵少将的情况，里皮仍然很乐
观，“队长郑智不能上场并不是
计划外的事情，我们之前就进
行过没有他的多次中场演练，
因此我不认为这会是一个问
题。”此外，韦世豪和肖智因伤
不能进入首发阵容，里皮称他
们会在第二场比赛上场。当有
记者质疑国足热身赛丢球多的
问题时，里皮也自信地认为，

“只要我们打出自己的风格，就
不会产生丢球多的问题。”

里皮还表示对于第一个对
手吉尔吉斯斯坦队已经有一定
的了解，不过都是来自比赛录
像，“我们看了他们最近6~7场
的热身赛录像，对于他们的阵
型、打法和主力球员都有了一
定的了解。现代足球因为科技
进步，每个队的优点和缺点都
是公开的秘密。”吉尔吉斯斯坦
队去年热身赛战绩相当不错，
曾5比1大胜缅甸队，还战胜了
叙利亚队，相信这些都给里皮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最后，里皮给出了自己本
届亚洲杯的目标，“我希望我们
的球员能尽力达到自己应有的
水平，能够给球迷惊喜。这次亚
洲杯强手如林，比如伊朗、日
本、韩国队等。”里皮表示自己
在中国工作了7年，深知中国球
迷对于国足的期待，“中国人口
众多，有非常多的球迷关注足
球、关注中国队。我希望中国队
能够在亚洲杯有所突破，能够
让中国球迷们满意！”

昨日下午，2018年刚刚冲甲成功
的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发布公开声
明，表示球队资金困难，诚邀合作人，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入股或整体股
权转让。

对此，安纳普尔那俱乐部总经理
马明宇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发这份声明，是想让更多企业加
入川足，并以各种形式合作。从俱乐
部的现状来说，需要规模比较大的赞
助商或股东加入进来。我们和很多企
业都有接洽，但能很快落实的很少，
有赞助方表示愿意赞助，却要在1月
12日之后，时间上有点紧迫。因为1月
12日俱乐部就要向中国足协上交工
资资金确认表，而目前球员的工资奖
金还没能补齐。”

据了解，安纳普尔那俱乐部的球
员已经开始集训，但目前暂由前全兴
主帅、克罗地亚人米罗西负责。对于黎
兵续约的问题，马明宇表示：“只有把
球员的工资奖金解决了，达到中甲准
入政策要求，才能进行下一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北京时间今晚，国足将正
式开启亚洲杯之旅，在C组第
一轮迎战吉尔吉斯斯坦队。吉
尔吉斯斯坦队对于中国球迷
来说相对陌生，这是他们第一
次参加亚洲杯。2014年12月，
佩兰率领的中国队曾在郴州
与清远分别以4比0和2比0两
次击败吉尔吉斯斯坦队，那两
场比赛也是为2015年澳大利
亚亚洲杯进行的热身。

这是否意味着本场比赛
国足还能轻松取胜对手呢？那
可不一定。近几年，吉尔吉斯
斯坦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最
新一期国际足联排名中，其排
名第91位。而在去年，该队最
高曾位列第75位。

和当初里皮围绕广州恒
大的框架建队思路相似，吉尔
吉斯斯坦23人大名单中的11
人都来自国内豪门比什凯克
多多伊队，甚至国家队主教练
克里斯季宁也是多多伊的主
帅。从2014年起，这位俄罗斯
教头就带领吉尔吉斯斯坦国
家队征战，2017年又开始兼
任比什凯克多多伊的主教练。

今晚首战今晚首战

展览：天府文化的延伸

成都是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在成都·蓬皮杜：“全球都市”国
际艺术双年展项目总执行人宁琤看
来，“天府文化的浸润滋养让这座城
市拥有了别具一格的魅力，成都的
活跃度越来越高，也吸引了很多人
的目光。”

“我感受到成都的多样性，这里
有巨大的潜力去创造，去融合不同的
文化群体。成都继续往这条路前进，
将会成为全世界的榜样。”法国蓬皮
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主席塞尔日·拉
斯维涅说。

唯一获国际当代艺术领域诺贝

尔奖——美国当代艺术基金会年度
艺术家奖金的中国艺术家汪建伟表
示：“这次展览做了一个很与众不同
的尝试，重新去找到双年展、城市、艺
术家之间新的一种关系。它不仅打破
了策展人、美术馆、艺术家之间构成的
一种类型化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扩
大到城市、在地。”

卓佳成都分公司总经理张程表
示：“与其说蓬皮杜走进了成都，不
如说成都走向了世界，向世界展现
了一个城市的魅力。本届双年展的
到来，让我们作为成都人，有一种幸
福感。”

通过此次双年展，我们看到了
成都文化的延伸。

作品：艺术改变城市
艺术可以改变城市，设计可以

点亮乡村。成都·蓬皮杜：“全球城
市”国际艺术双年展紧贴成都城市
定位，与四川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
发生对话。

设计者昆勒·阿德耶米与NL建
筑事务所打造漂浮在锦城湖上的

“MFS IIIx3 岷江漂浮系统”——由
漂浮的竹制和木制结构组成的群
岛。项目呈现三个空间：讨论水资源
与农业空间的展览空间、展示中国
乡村少数民族音乐传统的音乐厅、
作为锦城湿地公园观景台的广场，
巧妙地连接了尼日利亚人水上居住

的历史和都江堰的水上生活形态。
《居所：他乡计划（这里、那里、

别处）》是阿尔弗雷德和伊莎贝尔·
阿奎礼赞的创作实践。这个巨大碟
形结构的下方有一个可用于集体活
动的社交空间，呈现出社区的演化、
变化和关联，体现公共空间和公共
艺术的概念。

曹明浩和陈建军从2015年就开
启了“水系计划”，该项目以都江堰工
程的历史及其下游水系现况之间的
联系为切入点。他们与多位造船师傅
设计了一条闲置的摆渡船，折射出诸
多关于当地居民与水系相处的故事
与智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礼恒

里皮：希望给中国球迷惊喜

““中国有非常多的球中国有非常多的球
迷关注足球迷关注足球、、关注中国队关注中国队。。
我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亚洲我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亚洲
杯有所突破杯有所突破，，能够让中国球能够让中国球
迷们满意迷们满意！”！”

里皮曾因重用恒大帮而被
诟病，而克里斯季宁丝毫不避讳
自己的双重身份是否会有任人
唯亲之嫌，他在亚洲杯前公开表
示：“我觉得既担任国家队的主
教练，又兼任多多伊队的主教
练，很容易跟球员沟通，工作起
来也顺畅很多，因为日常的工作
不仅仅只是为俱乐部，更着眼于

国家队建设。”克里斯季宁带领
吉尔吉斯斯坦队已经有5年，是
亚洲杯所有球队中带队时间最
长的主帅之一。

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上，克列斯季宁专门谈到了对
于中国队的看法，他表示中国
队的主帅是拿过世界杯冠军
的，主教练经验丰富。不过他也

直言，“但他（里皮）带领中国队
的时候并没拿过任何冠军。”之
后这位对手主帅还补充道，自
己也不知道过去几年中国队赢
得过什么，“现在比赛还没开
始，明天在场上大家就知道是
什么情况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发自阿联酋艾因

出征本届亚洲杯的吉尔吉
斯斯坦国脚，其中11人来自国内
豪门比什凯克多多伊，甚至主帅
克里斯季宁也是比什凯克多多
伊的主帅。2014年开始，这位俄
罗斯教头就带领吉尔吉斯斯坦
国家队征战，2017年起又兼任比
什凯克多多伊的主教练。

“多多伊”是吉尔吉斯斯坦
首都比什凯克一个巨型市场的
名字，这个市场的拥有者——多
多伊集团也是球队的母公司。由
于依附于多多伊集团的关系，从

1997年成立开始，比什凯克多多
伊俱乐部多次更名，曾经被命名
为“纳伦多多伊迪纳摩”、“纳洛
多多伊”等。吉尔吉斯斯坦顶级
联赛有8支球队，一个赛季总共
28轮联赛。在已经结束的2018赛
季，克列斯季宁带领的比什凯克
多多伊又一次夺得了冠军。

除了多多伊队的球员，吉尔
吉斯斯坦队大名单中还有3人在
欧洲联赛踢球，分别是边后卫维
克托·迈尔（效力于德国西部地
区联赛维登布吕克）、中场埃德

加·伯恩哈特（效力于波兰蒂黑）
和前锋卢克斯（效力于德国南部
地区联赛乌尔姆），他们都是出
生在吉尔吉斯斯坦或者有该国
血统的归化球员。不过，也别以
为吉尔吉斯斯坦队中都是强手，
有3名球员目前甚至无球可踢，
分别是门将马季阿什、韦尼阿
明·舒梅伊科以及中场伊斯拉伊
洛夫。此前他们在马来西亚和印
尼联赛效力，但现在没有球队和
他们签订新合同。

联赛豪门贡献框线 阵容中还有“无业球员”阵容
奇异

在1992年的第10届日本亚洲
杯之前，吉尔吉斯斯坦作为苏联的
成员国，没有资格参赛。独立后连
续6届亚洲杯未能在预选赛晋级，
扩编至24队的阿联酋亚洲杯，吉尔
吉斯斯坦成功入围亚洲杯正赛。

加入国际足联之后，吉尔吉
斯斯坦队的国际排名一直在100
名开外，2013年3月甚至降到了
201位，几乎在世界足坛垫底。触
底之后，吉尔吉斯斯坦足协请来

了年轻的俄罗斯籍教练亚历山
大·克列斯季宁。上任后，克里斯
季宁进行了一系列现代化的改
革，并在与对手的过招和学习中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018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队
的世界排名升至第75位。目前则
是世界第91位、亚洲第12位，比
我们普遍认知的亚洲二流强队
卡塔尔队（第93位）和乌兹别克
斯坦队（第95位）排位还高，而这

两支球队国足在它们身上都吃
过亏。中国队现在排名第76位，
所以从国际足联的排名来看，国
足并不占太大优势。

吉尔吉斯斯坦队排名迅速
攀升的原因，在于热身赛战绩惊
人。在去年的热身赛上，该队9场
比赛5胜1平3负，其中就包括5比
1大胜缅甸队（国足仅以1比0战
胜缅甸），并战胜过叙利亚队，战
斗力可见一斑。

5年触底反弹 国际足联排名狂升126位首次
参战

遇资金困难
川足发声明
寻求股权转让
马明宇：球员工资奖金还没补齐

过去几年“里皮带领中国队没拿到过任何冠军”对手
主帅

““现在比赛还没开现在比赛还没开
始始，，明天在场上大家就知明天在场上大家就知
道是什么情况了道是什么情况了。”。”

吉尔吉斯斯坦队主教练克里
斯季宁：

国足主教练里皮：

1月6日，中国队在阿联酋艾因哈利法·本·扎耶德球场进行场地适应性训练 新华社发

？

成都·蓬皮杜：“全球城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圆满闭幕

与其说蓬皮杜走进了成都，
不如说成都走向了世界

1月6日，为期两个月
的成都·蓬皮杜：“全球城
市”国际艺术双年展圆满闭
幕。本次双年展向世界展现
了成都魅力，也让我们对成
都的现在、未来充满想象和
思考。

展览期间，来自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组艺
术创作者，在这里展示作品、
互动环境与装置，以及多种
形式的研究型艺术创作。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消息，著名翻
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于 1 月 5
日 13 点 57 分，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重症监护室昏迷数日后，安详离世，
享年85岁。

“他为我们翻译了很多茨威格
作品，他翻译的《茨威格小说全集》
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过程
中，预计今年 4 月上市，可惜他无法
看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策划部
主任宋强说。

张玉书，1934 年出生，上海人，
1957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
专业。历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
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大学西语系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
任，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
集《海涅·席勒·茨威格》，主编《海涅
选集》《斯·茨威格小说集》，译著茨威
格的小说《心灵的焦灼》《一个陌生女
人的来信》等，茨威格自传《昨日世
界》，剧作《玛利亚·施图亚特》（席勒
著）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
室仝保明回忆起 40 年前，张书玉在
北大给他们讲德语文学的情景，他
说，当时的张老师正值壮年，白发初
现，风度翩翩，口才极佳，讲起课来口
若悬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
象。“应该说，张玉书教授是我德语文
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作为外国文学
编辑最长久的合作者，因为他在人文
社出版的德语文学翻译作品，绝大部
分都是由我做的责任编辑，与他的合
作几乎涵盖了我整个编辑生涯。我从
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使我受益终身。得
知他不幸离世，犹如晴天霹雳，令人
悲痛不已。呜呼哀哉，痛哉，张老师一
路走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翻译家张玉书去世
享年85岁
曾译《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第九届中国·青海国际（冬季）抢
渡黄河极限挑战精英赛6日在青海省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落幕，中国选
手在8个项目中夺得6项冠军。

比赛地海拔约2200米，比赛总距
离为 500 米。比赛按年龄和性别分为
男子和女子A、B、C、D组八个组别。

男子 A 组比赛中，来自 5 个国家
和地区的17名选手展开角逐，最终来
自俄罗斯的查里多夫·阿里克谢和德
米特里·里索诺夫分获冠、亚军，中国
选手孙黎获得第三名；B组中，中国选
手占据前8名中6个席位，尹默林拔得
头筹；C组比赛竞争最为激烈，共有来
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25名选手向冠军
发起冲击，最终，来自中国的宋东将冠
军收入囊中；在 D 组比赛中，中国选
手孙大革摘得金牌。

女子组比赛中，夺冠热门俄罗斯
选手卡里帕切娃在A组中发挥稳定，
入水后一直保持领先，最终摘得桂冠，
中国选手苏天赏夺得亚军；B组比赛
中，中国选手罗静、邵飞、刘文婷发挥
出色，囊括前三名；C组比赛中，来自中
国的刘克夺冠；而在D组比赛中，冠、
亚军被中国选手薛丽敏和周毅包揽。

中国·青海国际（冬季）抢渡黄河
极限挑战精英赛以海拔高、水温低、水
流急、氧气稀薄等特点，在国际泳联公
开水域国际赛事活动中独树一帜。本
届比赛吸引了来自德国、美国、俄罗
斯、法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122名
运动员参加。 （新华社）

各国冬泳健将抢渡黄河
中国选手勇夺多项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