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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丁克下课，郝伟任执行教练
中国足协昨日宣布成立国奥备战小组，高洪波任组长

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中
国足协已经启动了与国奥主帅希丁克的
解约程序，决定起用一名本土教练作为执
行主帅带领国奥队备战明年1月开始的奥
预赛决赛阶段的比赛。昨日下午，中国足
协官宣由本土教练郝伟担任国奥队执行
教练，并成立了由高洪波担任组长的“中
国U22国家男子足球队备战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负责队伍训练、竞赛工作。

中国足协在微博中表示：2020亚足联
U23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男足亚洲区预
选赛日益临近，鉴于此前中国U22国家男
子足球队备战工作不力，为了进一步加强
队伍备战工作，提升队伍建设和管理水
平，中国足协决定即日起成立“中国U22
国家男子足球队备战工作领导小组”，全
面负责队伍训练、竞赛工作。据中国足协
介绍，该备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中国足
协副主席高洪波，副组长为陈永亮（兼领
队）和唐峰，执行教练由郝伟担任。据悉，
2020亚足联U23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男
足亚洲区预选赛将于2020年1月在泰国举
行，获得前3名的球队将晋级东京奥运会。

郝伟，1976年12月27日出生于山东淄
博，球员时期司职右边后卫，是当年鲁能

队中唯一的健力宝青年队成员。郝伟速度
快，技术好，身体素质也非常不错，是山东
球员里面为数不多用脑子踢球的球员，在

场上总是灵气十足。郝伟1998-2007年先
后效力于山东鲁能、陕西国力、北京国安、
长沙金德等中超（甲A）俱乐部，1999年随

山东鲁能获得甲A联赛和足协杯双冠王。
2007年，31岁的郝伟宣布退役，在长

沙金德队担任助理教练，开启了自己的执
教生涯。2009年，他任湖南全运队主教练；
2009年10月12日，33岁的郝伟任长沙金德
代理主教练，成为中超最年轻主教练。后
来，郝伟又应邀担任中国女足的助理教
练，辅佐昔日鲁能右路搭档李霄鹏；2012
年1月6日，在李霄鹏因故离任之后，郝伟
任中国女足代理主教练；2013年3月，正式
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2014年女足亚洲杯
上，郝伟率领中国女足一举获得季军并拿
到世界杯参赛资格。而在2015年的女足世
界杯上，中国女足杀进八强，虽然在淘汰
赛中0比1不敌最后的冠军美国队，但年轻
的中国女足表现出来的那种朝气和潜力
让球迷看到了崛起的希望。

2015年8月11日，郝伟受邀加盟中超
巨无霸广州恒大，担任时任恒大主帅斯科
拉里的助理教练，在这位当年率领巴西队
拿到世界杯的名帅的言传身教下，郝伟获
益良多。2017年1月1日，郝伟回归山东鲁
能任中方教练组组长和预备队主教练，
2017年12月任鲁能俱乐部技术总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综合报道

记者：球队在赛季初欠薪的情况下仍
然处于中甲上半区，但球队后来表现越来
越差，甚至1比6大比分输给了石家庄永昌，
是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是俱乐部的现实条
件使然，还是队员心态上出现了问题？

马明宇：欠薪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
了，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通过体育
局领导的协调，有五粮液等企业给俱乐
部解决了一些资金。球队从去年到今年
上半年都不是很正常，但球队在中乙阶
段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赛季初我
们还是表现得很好，特别是中甲第一场比
赛我们赢了后，我们打出了不错的水平。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一直没得到解
决，一直欠薪确实对球员的心态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导致了我们后来训练
都不正常，竞技水平当然就大打折扣，所
以后来球队就逐渐掉入了降级区。

记者：租来的球员他们在俱乐部欠
薪时的顾虑是否会更多一些？

马明宇：不存在租来的球员和与俱
乐部签约球员心态不同，其实大家都一
样，当时的情况是完全看不到希望，球员
的焦虑情绪在蔓延。

记者：此前外援埃万德罗离开了球队，
而俱乐部在场上长期依靠阿隆这一个外援。
球队之前的危机是否对外援的影响更大？

马明宇：埃万德罗本来要在球队踢
一年，但他看到球队是这样的情况，就和
俱乐部提出了友好解约。阿隆也产生过
消极的情绪，但经过多次沟通后他留了
下来，在球队的低潮期他还是表现不错，

在场上也表现出了很好的状态。
记者：这一次“兵马组合”再次携手，

作为管理层，你觉得黎兵教练组相较赛
季之初有什么不同？

马明宇：我觉得没什么变化，黎指导
这个团队非常职业，不管是心理上还是技
战术水平上，他们都会让球队更快进入角
色，他们为球队的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在球队最危急时刻你一直在
管理一线队的岗位，后来黎指导也回来
了，你们有没有担心如果球队真的降级，
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前途？

马明宇：没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前途，
俱乐部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愿望，我们以中
乙冠军的身份升到中甲，真的不愿意看到
因为资金的原因散掉了，大家都很珍惜，
大家在困难中都在坚持，我真的很感谢。

记者：五粮液尖庄赞助后，大家的
“苦日子”是否到头了？

马明宇：大家关注后，现在川内的企
业都挺身而出，除了感谢五粮液尖庄外，
还要感谢成都的几家企业都站出来给球
队赞助，积极支持球队。除了感谢外，我
们一定会加倍努力，今年我们会用成功
保级来回报大家的关心。目前我们只是
取得了保级的相对优势，接下来我们会
把保级当成最重要的目标。

记者：本赛季球队若是成功保级，你
们对下赛季如何规划？

马明宇：我们目前首先要活下来，我
相信下赛季只要通过大家的努力，俱乐
部会越来越好。

“保级生死战”明日打响，专访四川尖庄队总经理马明宇——

上赛季，1995年出生的段云子从大
连一方租借加盟川足，他一来到球队便
坐稳了主力后腰的位置，他积极的跑动
和出色的传球，把球队的进攻梳理得井
井有条，而他从不惜力的拼抢更是球队
后防线前最有力的屏障，为球队的不败
夺冠和成功冲甲立下了汗马功劳。

记者：球队上轮战胜领头羊贵州拿
到了三分，从球员的角度来讲，是不是
也松了一口气？

段云子：现在只是赢了两场关键比
赛而已，后面还有5场比赛，保级还远远
没有成功，现在还不是松口气的时候。

记者：还剩下五轮，球队还没保级
成功，球队上下的氛围紧张吗？

段云子：球队取得了两连胜，大家
气势正旺，没有紧张的气氛。在训练中大
家还是很努力，都憋着劲在比赛中能发
挥出自己的应有水平，赢下比赛就好。

记者：第26轮，四川尖庄将在主场迎
战南通支云，这是最关键的保级大战，
作为球员你做了哪些准备？

段云子：四川尖庄和南通支云都是
保级球队，这是一场6分之战，因此球队
各方面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作为球员，
我们会在场上贯彻教练组的技战术，只
要认真拼搏，相信我们能保级成功。

记者：南通支云上赛季与四川尖庄
一起升入中甲，双方可以说十分熟悉，
他们的优缺点有哪些？

段云子：去年在中乙的时候，我们有
3次交手，到了中甲因为有外援的因素，
双方都有改变，南通支云也换了教练，也
不知道他们做了哪些改变。我们只需要
做好自己，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记者：上赛季你来到四川尖庄，谈
谈加盟经过吧。

段云子：最开始是租借加盟，当时
我在大连一方，在训练结束后晚上接到
黎指导的电话，他对我说想让我来到四
川和他一起征战中乙，当时我也没想太
多就答应了，因为毕竟黎指导在国青时
带过我，对我也比较熟悉，我也很熟悉
黎指导的带队方式和风格，这样我就来
到了四川。

记者：今年有一段时间球队处于困
境之中，你们是怎么坚持下来？

段云子：我当时就觉得应该和四川
队并肩走下去，因为毕竟去年球队取得
了这么好的成绩，谁也不想放弃这么好
的团队。

记者：今年对于球队来说太不容易
了，通过这一年，在四川尖庄这支中甲
升班马，作为核心球员，你觉得需要总
结什么经验教训呢？

段云子：在中甲的比赛中，我们发现
了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无论在训练还
是在生活中，都要更加努力、更加自律，这
样才能有好的状态来完成剩下的比赛。

记者：你在四川的生活方面已经适
应了吗？

段云子：在四川的一年里，已经适
应这里的生活了，火锅什么的都能吃，
但只能吃微辣。

记者：下赛季还会留在四川吗？
段云子：来四川一年多了，我也越

来越喜欢这里，结识了很多朋友，我也
希望留在四川，为四川而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9月21日下午4时，四川尖庄
将在主场都江堰凤凰体育场迎战
南通支云，本赛季剩余5轮比赛
中，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是四川尖庄
最重要一战，因为位列中甲倒数第
四的四川尖庄仅领先位列倒数第
三南通支云5分，这是一场事关6
分的“保级生死战”！如果四川尖庄
获胜，将与南通支云拉开8分的差
距，保级有望。

在赛前，四川尖庄队总经理马
明宇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
示：“今年我们会用成功保级来回报
大家的关心。”而上赛季帮助球队冲
甲成功的球员段云子也说：“我们会
在场上贯彻教练组的技战术，只要
认真拼搏，相信我们能保级成功。”

“保级生死战”尚未打响，五粮
液公司尖庄品牌率先祭起了“尖峰
时刻”的大旗，沉寂半年、濒临保级
的川足迎来的不仅仅是真金白银
的赞助，还有摇旗呐喊的“志愿
兵”。尖庄酒号召全国的川足球迷
助力川足赢取时隔24年的第二次
“成都保卫战”。“尖庄品牌对球队
的赞助不仅体现了责任与担当，更
是我们作为川酒代表企业应有的
情怀。”五粮浓香系列酒公司总经
理黄华表示。

用成功保级来回报大家

昨日，2019第三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在成都大邑
安仁古镇举行开幕式，19日至26日影展期间，7大单元30
部影片展映丰富多彩，姚晨、郝蕾等明星助阵，并将举行
创投会、国际论坛、电影创作分享会等多项活动。

2017年，首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在成都举行，
成为中国首个也是唯一的国家级国际女性电影节。

“山一”取自东方传统文化中“一山一世界”的自在，意
为倡导女性去独立追求自我价值，人类生命共同体和
谐共生。影展创始人杨婧表示，为此自己也曾考察过深
圳、杭州等多个城市，自己不是成都人，却爱上了成都
这座城市，因为这里既传统又现代的文化氛围，因为这
座城市创新创造的年轻活力，因为成都人的包容友善。

《李双双》等经典电影将与观众见面

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宗旨为彰显女性力量。电影
展包括：电影展映、论坛、电影市场、开闭幕式、海外巡
展五大板块内容。今年影展开幕影片是郝蕾主演的

《春潮》，她将在影片放映后与成都观众做交流，而本
届电影展的形象大使姚晨则将在安仁古镇进行大使
邀请课。影展期间，将在百丽宫影城（太古里店）、卢米
埃影城（来福士店）、太平洋影城（王府井店）、UME影
城（成都大邑店）展映来自全球的30部影片，其中超过
1/5为中国首映，将成为蓉城影迷盛大的节日。

在“巾帼英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单元，观众
从《护士日记》《李双双》等，重温中国女性经典形象；

“一带一路”女性故事单元让观众看到女性的现实生
活；全球狂潮单元则展现了当下现代女性的价值观；
致敬经典单元，《不了情》《广岛之恋》等带你重温经
典；而非凡女性单元和女性主义精神单元则打破对女
性和女性电影的刻板偏见。

助推产业发展，特设四川电影大奖

本届影展开幕式上，全国妇联人才开发培训中心
影像人才教学实践基地、中华女子学院校外教学实践
基地挂牌安仁，落户成都。此外“山一电影宫”产业园
区也签署开发建设战略协议，助推成都电影产业发
展。该园区建成后，将为电影川军提供前期剧本孵化、
影视取景拍摄、后期制作等一条龙服务。

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自2017年首届便设立电影
剧本创投会。山一创投会旨在为更多女性议题电影剧
本项目提供对接优质资方的对话场域，同时期待更多
电影行业内投资机构意识到女性电影蕴含的艺术价
值与巨大商业潜能。

今年山一创投会在初选阶段共收到了328份项目
报名，其中国内项目174份，国际项目154份。今年征集
到的项目数量较去年有了成倍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女
导演开始在筹备自己的长片项目，或从短片进入长片
的探索，或从编剧转型导演的尝试。

最终，《预产期60天》《若有人知春去处》《微暗的
火》《北海公园》《第三岸》《喜欢高兴爱》《北鲵额吉》

《纪录片导演》《好生意》《风雨萧条》入围。创投会将为
这10个创投项目对接资本市场，在24日的闭幕式颁奖
典礼上，还将从中决出“山一创投会大奖”。

此外，今年还特设四川电影大奖，特别嘉奖项目
本身含四川元素、由川籍创作者担任主创、地域特点
或原型故事与四川相关的电影项目，助推四川本土电
影产业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作为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点剧目，由唐国
强、孙维民、郭连文、卢奇、谷伟等主演的史诗电视剧

《外交风云》于昨日登陆北京卫视、广东卫视。
制片方介绍，此前，不少书籍、纪录片、影视剧或多

或少有一些反映新中国外交的片段和故事，但很少有
作品全景式呈现新中国外交，《外交风云》尚属首次。

剧情 冲突悬念密集交织

《外交风云》一开篇展现的就是收缴美国驻沈阳
总领事馆电台、炮击英国“紫石英号”战舰的事件。不
仅如此，从将军大使的挑选到联合国舌战杜勒斯；从
日内瓦会议新中国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到参加万隆
会议“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从与赫鲁晓夫论
战，制造“争气弹”，到炮击金门打碎美国企图托管台
湾的阴谋等等，剧中都有所呈现。

凭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密集交织的冲突悬
念，《外交风云》被著名评论家仲呈祥盛赞“完成了重
大题材影视剧创作的新突破”。

角色 唐国强再演毛泽东

《外交风云》是一部纪实风格的电视剧，剧中出现
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斯大林、杜鲁门、
戴高乐、尼克松，都是世人皆知的大人物。如何把这些
人物塑造好，成了主创面临的首要难题。

在剧本创作时，编剧马继红就坚持用现实主义的
手法，努力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的性格特
征，避免人物的“纸片化”。

制片方介绍，该剧在演员选择上坚持选用表演经
验丰富和观众口碑良好的一线特型演员，并请到了唐
国强饰演毛泽东、孙维民饰演周恩来、郭连文饰演刘少
奇、卢奇饰演邓小平、谷伟饰演陈毅、黄薇饰演邓颖超。

有意思的是，唐国强此前已40多次饰演毛泽东。
但在这部戏中，唐国强坦言，自己仍有压力，为塑造好
角色，每一场戏都反复揣摩。

多次扮演周恩来总理的著名演员孙维民也表示，
每次扮演周总理这个角色，都是怀念、敬仰和向总理
学习的过程。“我在这部剧中，更深刻、更全面、更愉快
地体会到了周总理作为外交家的风采。”

剧组 参演阵容达5万人次

《外交风云》还涉及大量地标性建筑场景，为了最
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达到逼真的艺术效果，剧组美术
部门专门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工程装修队，按照1比1
的比例，搭建了380多处拍摄场景。

此外，该剧的服装、化妆、道具、置景也按最严格
的标准执行。据不完全统计，剧组制作的服装多达上
万套，参演的中外演员达5万人次，剧组规模之大、创
作难度之高令人瞩目。

由于《外交风云》讲的是全世界的故事，为了确保
拍摄质量，剧组先后在烟台、北京、海南、大连等多地
取景拍摄，还辗转俄罗斯、法国、瑞士、美国等多个国
家，力求高度还原新中国外交史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段云子：
只要认真拼搏
就能保级成功

姚晨、郝蕾助阵
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成都开幕

揭开新中国外交的神秘面纱

《外交风云》开播

希丁克 郝伟 高洪波

四川尖庄球员对保级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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