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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大街上一见钟
情，里皮和他心爱的妻子
西蒙内塔已经一起生活了
45年，两人一直是意大利
的模范夫妻。
两人的爱情故事发生
在热那亚市，当时里皮正
在桑普多利亚青训营学习
足球。西蒙内塔·巴里比诺
当时是一家船舶租赁公司
的助理，而她的父亲则是
热那亚俱乐部的新闻官。
巴里比诺家还开了一个修
理工坊，平时球员们经常
来工坊修理坏了的自行
车。一天晚上，西蒙内塔在
父亲店里帮忙，
“她父亲非
常严肃。”里皮回忆道，桑
普多利亚和热那亚是同城
死敌，因此西蒙内塔的父
亲也没给他好脸色，只是
淡淡地向他介绍这是自己
的女儿西蒙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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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里皮非常喜欢小外孙洛伦佐
育有一儿一女

——里皮妻子西蒙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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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皮妻子西蒙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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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生活在镁光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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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皮和西蒙内塔共生养了两个孩
子。女儿斯蒂凡尼和她的母亲一样美丽。
现在斯蒂凡尼生活在罗马，成家并有了
一个儿子洛伦佐。里皮非常喜欢这个小
外孙。每次他从中国回到意大利，他都迫
不及待地要见到这个小外孙。里皮家的
老二是儿子大卫，他是一名在国际足联
注册的足球经纪人。
由于里皮常年在外工作，所以西蒙
内塔自然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包括
抚养两个孩子。这些繁琐家务劳动的背
后，是深沉的爱和强烈的家庭观念。因为
西蒙内塔把家庭料理得非常好，里皮充
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才能带队赢得世
界杯冠军。
西蒙内塔人生最大的角色是作为妻
子、母亲和祖母，家庭是她的全部。她永
远站在里皮的身后，做他坚实的后盾。里
皮的工作不顺利时，家庭是他温馨的港
湾。作为球员的里皮很不错，但并不是现
象级的球员，总是在低级别联赛效力。开
始当教练时起初也混迹于低级别的俱乐
部，还经常因为带队成绩不佳而下课。你
现在看到里皮的成就，绝对想不到他们
以前战胜了多少的困难，他被锡耶纳俱
乐部辞退，然后又是切塞纳和国际米兰。
这家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6-1987赛
季被锡耶纳董事会通知里皮不用再来执
教的那段时间。俱乐部做得很绝，甚至话
说得很难听，没有任何的事先预告，突然
就告知里皮下课了。回到家后，夫妇俩面
面相觑，都在心里反问自己，
“ 现在我们
该怎么办？”里皮仍然记得那一天，他想
第一时间逃离锡耶纳，但是却又不知道
怎么跟妻子说。西蒙内塔理解丈夫的难
堪，她一言不发收拾好行李，然后周一就
带着孩子回到老家维亚雷焦。从切塞纳
下课的那天也是如此，西蒙内塔还记得，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几乎在众目睽睽
之下逃离”。而在周一，里皮全家就回到
了维亚雷焦，她也为儿子大卫联系好了
新的学校。

C 里皮不爱在家人面前谈论足球
妻子是第一个粉丝

里皮和妻子西蒙内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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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妻子一见钟情

妻子不愿生活在镁光灯下
几天后，西蒙内塔在街上等公交车，那个公交站距离里皮的住处只
有几步路。非常凑巧的是，里皮当时从家里出来，正好看到了西蒙内塔，
于是向她打招呼，
女孩用微笑回应了他。
多年后，里皮还记得那动人的一幕，记得那张美丽的脸庞。那一瞬
间，两人都被彼此吸引了，
爱情的火花迸发了。
在约会了几次之后，两个年轻人就订婚了。为了和里皮在一起，西蒙
内塔辞职做了全职太太。1974年7月1日是他们成婚的日子，西蒙内塔·巴
里比诺成为了西蒙内塔·里皮。西蒙内塔嫁给里皮之后一直非常低调，外
界甚至很少有她的照片，更别说采访、传闻和她的背景故事了。这也是因
为她的丈夫马塞洛·里皮本人就不喜欢生活在镁光灯下。
“我不喜欢世俗
气”，2010年，她相当罕见地接受了《米兰体育报》的专访，
“我喜欢安静的
生活，所以我不愿意生活在镁光灯下。我把我自己都献给了我的家庭，我
的丈夫有他的公众角色，但是我希望保持沉默。我们两人各自在不同的
角色下生活，
这对我们来说很棒。”
正是因为夫妻双方观念一致，所以这个家庭非常稳固，在这个纷纷
扰扰的世界从未偏过航。里皮的工作让他经常要装好行囊去不同的地方
生活，但是对他来说，
家乡维亚雷焦永远是他世界的中心。
“跟随马塞洛去工作，单纯地做一个妻子和家庭主妇的角色对我来
说就是一切。唯一麻烦的是我经常要打很多的包。而现在我已经成为了
祖母，生活对我来说很好。如果我们需要钱的话，我可能就要回归职场去
工作。不过还好，
我们从未遇到那种局面。”
西蒙内塔非常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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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着强大的忍耐力和精明的持家
能力，西蒙内塔把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西蒙内塔表示自己的丈夫是“骄傲的，甚
至有些感性”，也许这些特质是里皮只对
自己的爱妻才展露的真性情。西蒙内塔
也是里皮的第一个粉丝，只要是她有时
间，都会来到球场里为丈夫加油助威。无
论丈夫执教哪支球队，她都会成为这支
球队的铁杆球迷。每次看球时，看台上的
西蒙内塔都非常紧张，她非常担心丈夫
执教的球队输球。也正是因为看了那么
多的比赛，西蒙内塔现在也已经是一个
足球专家了。但是她知道，丈夫并不需要
她的意见或者指点。
里皮总喜欢独自在家里研究数据或
者是在电视上看比赛，他总喜欢手上夹
着根雪茄，然后全神贯注地研究战术、研
究球员。里皮工作时，即便是西蒙内塔也
不能打扰他。他不喜欢在家人面前谈论
自己的专业领域，妻子也知道，自己无须
说什么，
因为马塞洛总是对的。
2006年世界杯期间，里皮准许球员
们带着妻子女友们来到德国，西蒙内塔
也是“太太团”成员之一。西蒙内塔是“太
太团”里最年长的一位，她的年龄甚至可
以当很多球员妻子的母亲了。那年世界
杯能举起大力神杯，除了球员们的贡献，
“太太团”起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毫无
疑问，率意大利队获得2006年世界杯冠
军那一刻，是里皮此生最兴奋的时刻之
一，
他也和妻子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现在，里皮又将带着中国国家队去
冲击2022年世界杯，他必定愿意对心爱
的妻子分享自己每场比赛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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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丁克走马上任一周年
国奥还是令人忧心忡忡
9月10日，是教师节，也是希丁克执教国奥队一年
的日子。
去年9月10日，中国足协在官网上正式宣布希丁
克就任国奥队主教练。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希丁克已
经执教国奥队一年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希
丁克从曲靖起步，到万州四国赛的高光亮相，再到近
日湖北黄石热身赛的一胜难求，球迷对未来这支国奥
队的信心与希望正在降低。明年1月份就将进行奥预
赛，
这支国奥队依然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 岁月不饶人 /
国奥选人全靠助理
“老帅”确实老了，在黄石热身赛期间，72岁的希
丁克走路比较费劲。据记者了解，希丁克右膝患有关
节炎，虽然几年前在韩国接受了干细胞治疗，但他近
期伤病有所复发。而在接手国奥后，希丁克在现场观
看过中超联赛的次数寥寥无几。
而这批国奥球员的挑选，都落在其助理教练哈
利·辛克赫拉芬，以及中方教练组成员的头上。希丁克
在黄石热身赛上说：
“我们对球员做了大量考察，近期
我的助教和球探做了大量工作，从这一期集训开始到
11月，我们会精简球员，在完成11月的集训后，我会选
出25人的名单，
我会逐步打造球队阵容。”
但不可否认，
希丁克在中国停留的时间非常少，
自
从今年3月下旬率中国97年龄段国奥队在马来西亚进行
的奥预赛第一阶段小组赛中获得出线权之后，希丁克
就直接从马来西亚返回了荷兰。直至5月下旬，国奥队
重新集中、
为法国土伦杯赛进行准备，
希丁克才返回中
国，
在香河基地内率国奥队进行了一周多的集训。
在香
河集训结束、国奥队前往法国参加一年一度的土伦杯
赛之后，希丁克直接就和助理教练一起从法国返回了
荷兰，继续开始休假。7月中旬希丁克在北京述职才又
来到中国，
短期停留后，
希丁克又回到荷兰。
直到8月下
旬希丁克才带领国奥队在香河集训，
备战黄石热身赛。

/ 坚持进攻 /
对越南队却破门乏术

在去年11月进行的万州四国赛，是希丁克接手国
奥队后第一次正式在国内亮相，当时希丁克与助教孙
继海配合默契，以1胜2平的成绩获得了这次赛事的亚
军让人欣喜。
在万州四国赛上，希丁克说：
“我要打造一支攻击
型球队！”然而从今年的土伦杯和黄石热身赛来看，国
奥队面对稍强一点的对手就攻击乏力。
在与越南队的比赛结束后，记者向希丁克发问是
否对打造攻击型球队的目标有所改变，希丁克说：
“球
队也有进攻的想法，不管是强的对手还是弱的对手，
我们尽可能把球控制在对方半场，下半场我们也在不
断进攻，但我们进攻端没有创造力，也没创造出机会。
第一场比赛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这场比赛没能创造
出那么多机会，这也是今后训练需要提高的。目前球
队的中锋有几名处于伤病之中，在下一期集训里，希
望伤病的球员能够回来。”
而对于奥预赛的前景，希丁克则打起了太极。但
当国奥队在面对朝鲜U22队、越南U22队这些稍强一
点的对手却体现不出足够的攻击力时，希丁克的攻击
型球队看上去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 赛后
“甩锅”
？/
希丁克将责任甩给青训

黄石进行的第二场热身赛中，国奥队以0比2完败
给越南U22队，希丁克在这场“师徒战”中，输给了自
己昔日在韩国的弟子朴恒绪。希丁克2002年率领韩国
队出战韩日世界杯的时候，朴恒绪曾经是希丁克的助
手。
结果，
朴恒绪却用2比0的完胜给恩师上了一课。
在第一场热身赛国奥1比1战平朝鲜U22队后，希
丁克直言最满意的就是体能：
“过去，队员们的体能只
能踢出60分钟的高节奏比赛，如今可以达到90分钟，
这是令人欣喜的一面。
”
然而，
与越南U22队一战，
希丁克引以为傲的体能
优势在全场飞奔的越南U22队面前不堪一击。在这场
比赛中，国奥队的两个丢球几乎如出一辙，都是越南
队通过中场直传后打中国队防守的左路完成射门得
分。希丁克在赛后分析败因时表示：
“ 中国是一个大
国，但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比如在足球管理和青
训教练提高上，所以队员在高强度比赛中发挥得不尽
如人意也是正常的，对比目前的国际足球发展水平，
要正确认知自己。”但高薪请来的世界名帅如果带给球
队的仅有体能，
那么在距离明年的奥预赛仅有4个月的
备战时间的情况下，
国奥的奥预赛之旅难言乐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发自湖北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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