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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11

今晚22：00，国足将在客场与叙利亚队争夺世预赛小组出线主动权

武磊：积极穿插，高压逼抢

2019年11月14日
星期四

与国内已经进入初冬不同，地处
热带的阿联酋迎来了一年最舒适的
季节。这里阳光灿烂、风光旖旎。这已
经是记者今年内第二次跟随里皮的
国足来到阿联酋了，第一次是今年1
月的亚洲杯期间。

阿联酋不能说是里皮的福地，虽
然他在这里带队小组出线后再克泰
国队，完成打进八强锁定亚洲区世预
赛种子席位的目标。但是在八进四决
赛中，由于三次后卫的重大失误，国
足0比3完败给强大的伊朗队。

上次的12强赛，正是2比2在客

场憾平叙利亚队，让国足失去了出线
的希望。记者曾专访过前叙利亚队主
帅哈基姆，他的月薪只有5000美元。
他说：“我们的条件也许是这个组所
有队伍中最差的，但我们有一样东西
却是其余对手未必会有的——经历
过战争后，每一个人都像是经历过一
场生死，死而复生所能激发出来的潜
能是无人可比的。”

阿联酋拥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建
筑哈利法塔，物价也相对高昂。一罐
200毫升的芬达，在普通餐厅里卖到
了25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0多元。

这一切源于生活物资的匮乏，特
别是水资源。在沙漠地区种一棵树，每
年的养护成本至少1万元以上。在这样
一个极度缺水的城市，可想而知要养护
一个专业球场有多难。可是当记者用谷
歌地图在迪拜搜索“足球场”，你会发现
这里居然有17座专业体量的足球场。

他们从国外买来泥土，买来淡水，
买来草籽。他们又把咸而板结的沙石
挖去，填上适宜种植树木的泥土，并在
土中埋下自来水管。由总水塔输出的
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自来水管，源源
不断地送到草皮的根部。“人类有了绿

树、鲜花和小草，生活才更加美丽。”这
是阿联酋人民质朴的想法。

虽然地处沙漠，但是这里并不是
足球的沙漠，阿联酋的足球联赛相对
发达。在咖啡店、在超市、在餐厅里，
几乎每块屏幕上都放着足球比赛。曼
联、切尔西、皇马在这里相当受欢迎，
户外到处都是足球巨星们的踪影。

显然，迪拜对于足球的热爱已经
过了豪门友谊赛、巨星颁奖表演的阶
段，从在这里举办的各种高端足球主题
论坛，也许可以看出他们对世界体育格
局的野心。国足在这里会有好运吗？ 上月底在亚冠被浦和红钻淘

汰、中超联赛又被河南建业逼平，恒
大俱乐部“勒令卡纳瓦罗参加集团
企业文化学习班，郑智暂代主教练
职务”。据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卡纳
瓦罗在恒大广州总部出现了一次之
后，就和妻子飞去迪拜休假去了。此
举瞬间激起千重浪。

其实外界实在是误解了卡纳瓦
罗，因为卡纳瓦罗的家正是在迪拜，
他当时正是带着妻子回家。据《米兰
体育报》首席跟队记者法比奥·里卡
利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卡
纳瓦罗在职业生涯的末期，也就是
2010年加盟阿联酋超级联赛俱乐部
阿尔阿赫利俱乐部。在那里效力一
年多时间内，卡纳瓦罗爱上了迪拜
的生活环境，并在迪拜置业安家。
虽然卡纳瓦罗因为严重膝伤在2011
年选择退役，但是夫妇俩和三个孩
子一直生活在迪拜。正是因为这个
原因，退役后他也留在迪拜，成为阿
尔阿赫利队的助理教练，辅佐罗马
尼亚名帅奥拉罗尤。不过他只在阿
赫利队干到2014年就选择辞职，那
是因为他的恩师里皮在中国向他发
出邀请，让他前往广州恒大任职。

目前正值中超联赛间隙期，不
出意外的话，这对师徒将在迪拜相
逢。其实早在今年1月亚洲杯期间，
记者就曾在阿联酋亲眼看见卡纳瓦
罗带着他的团队在国足现场比赛为
恩师里皮的球队助威。毕竟，阿联酋
对于他来说几乎是主场作战，卡纳
瓦罗一定会给里皮充分的建议。

别墅所在的人工岛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迪拜地处热带、地理位置优
越，拥有世界顶级商业环境的迪
拜，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旅游设
施和豪华奢侈的配套，在今年1月
国 际 知 名 咨 询 公 司 Resonance
Consultancy发布的年度宜居城市
报告中排名第9。

卡纳瓦罗在迪拜的家是一栋无
敌超级海景别墅，位于号称“世界第
八大奇迹”的世界最大人工岛迪拜
朱美拉棕榈岛的东侧别墅区，从他
家就可以看到世界知名的六星级迪
拜亚特兰蒂斯酒店。阿联酋媒体
AD Sports曾前往卡纳瓦罗在迪拜
的豪宅中探访，他就坐在家里的私
人海滩上，背对着奢华的亚特兰蒂
斯酒店侃侃而谈。亚特兰蒂斯酒店
以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亚特
兰蒂斯为主题，占地113亩，耗资15
亿美元，坐落在世界最大的人造岛
棕榈岛上。酒店设有大型水上乐园
和巨型水族馆，水族馆饲养了6万5
千条鱼。酒店共有1539个房间，每晚
租金由800美元至2万5千美元。顶层
则是超级富豪的专属区域，顶楼套
房拥有3个卧室和3个浴室，并有一
张可供18人用餐的金叶餐桌。

里皮对迪拜也不陌生。他曾多
次带队来到迪拜参赛，还曾在2017
年年底迪拜国际体育大会上发表演
讲，并且在去年曾亲自前往迪拜考
察在那里拉练的U22国足。

小贝、欧文、布拉德皮特
大牌明星争相到棕榈岛置业

据AD Sports报道，卡纳瓦罗的
家在巨大的客厅左侧摆着自己在
2006年世界杯手举大力神杯庆祝夺
冠的照片，旁边还有一位朋友给他
做的雕塑。客厅的墙面上没有放置
电视，而是摆着卡纳瓦罗三个儿女
的照片，孩子们一起在海里潜水，看
得出来十分兴奋，“我们一家人都很
喜欢在迪拜生活，这里确实让人惊
叹！海滩边的生活非常惬意，后院的
草皮可以让我的孩子们在这里踢
球。”卡纳瓦罗在迪拜的别墅是一栋
黄色外墙的房子，拥有若干个当地
特色的弧形拱门。当他推开后院的
铁艺门，便是超级广阔的私人海滩。
在海滩上，可以看到巨大无比的豪
华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

迪拜棕榈岛形似一棵长着茂盛
树枝和树叶的棕榈树，树干是通往
这个人工岛的主路，而树枝和树叶
则是一排排的别墅区。因为弧形的
设计，让每栋别墅都拥有巨大的私
人海滩和不被遮挡的无敌海景。棕
榈岛是建立在迪拜的三座人工群岛
的总称，耗资140亿美元打造而成。

2001年当岛上住宅对外发售时
即被抢购一空，别墅发售价为70万
美元一套。但是从2003年5月份房产
上市以来，棕榈岛房屋价格已翻了
一倍，距离海岸四公里世界岛上房
屋价格高达350万美元，有不少世界
顶级明星争相到棕榈岛置业，其中
有贝克汉姆夫妇、欧文夫妇、布拉德
皮特夫妇等。

国足比赛地
就是卡帅当年的备用主场

另据天空体育此前的采访报
道，卡纳瓦罗非常恋家，每次上场比
赛前，卡纳瓦罗都会给妻子打电话
聊上几分钟，哪怕只是听听妻子的
声音都是好的，而这种依赖感也一
直带到了卡纳瓦罗执教的时候，例
行赛前给家里打电话是必须的。

卡纳瓦罗在迪拜时也不忘和欧
洲朋友们联系，他还特地邀请自己
在葡萄牙的发型师前来迪拜，在后
院海滩边给他理发。棕榈岛距离迪
拜市区还有二三十公里，卡纳瓦罗
总是开着自己的超大黑色越野车、
带着朋友前往市区正宗的意大利餐
馆就餐。

卡纳瓦罗在迪拜住了多年，对
于这里的气候、地理环境相当熟
悉，在今年1月的亚洲杯时，他就和
里皮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相会。
而这次国足的比赛球场迪拜阿勒
马克图姆体育场正是卡纳瓦罗曾
经待过多年的阿尔阿赫利俱乐部
的备用主场，他对这里也相当熟
悉。国足下榻的沙迦喜来登酒店尽
管在另外一座城市，但是距离阿勒
马克图姆体育场仅仅只有7分钟车
程。国足选址沙迦，既保证了备战
不被打扰，又毗邻比赛地点，可谓
是相当高明，这其中也许就有卡纳
瓦罗的建议。

特备提醒
14日22：00

世预赛40强赛A组
叙利亚队VS中国队

CCTV5直播

沙漠上开出的足球之花记者
手记

北京时间14日22：00，中国
男足将迎来世预赛40强赛客场
与叙利亚队的比赛。国足积分比
对手少两分，暂时排在小组第二。
对于国足来说，这场比赛是绝对
不容有失。本次国足在广州集训
的第一天接受媒体采访时，里皮
就曾经特别强调，虽然最好的结
果肯定是以小组第一晋级。但是，
从球队来说，一样可以接受以小
组第二晋级的结果。确实，由于上
一轮比赛客场0比0战平菲律
宾，目前中国男足仅积7分暂列
A组第2名，而叙利亚队则是三
战皆胜，位居小组第一。可以说，
这场比赛哪支球队获胜，就将掌
握小组出线的主动权。

心态心态//
里皮反复给大家减压

从国际足联最新的世界排名来
看，中国男足位列第 69 位，在亚洲球
队中排名第 8；对手叙利亚世界排名
第83名，亚洲范围内排名第10，与中
国队的差距不大。历史交锋上，双方共
12次交手，其中在1996年后中叙对话
8次，中国男足取得3胜2平3负的成
绩。两支球队最近一次的交手是在
2018 年的国际友谊赛上，国足 2 比 0
战胜对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男足
在 1996 年后的正式大赛中一直未能
击败叙利亚队。

因此，在这样的压力下，此次中叙
大战，大赛中的心态就极为重要了。而
里皮在赛前反复给大家减压，希望大家
能够放平心态，积极投入到比赛中，打
出自己的真实水平。对于国足来说，经
过一周的备战，目前球队状况还算良
好，唯一的问题是主力左后卫李磊在这
个关键时候又受伤了，这也使得里皮不
得不在最后关头再做调整。

遗憾遗憾//
李磊再次受伤

李磊是在10日晚国足与沙迦当
地俱乐部的热身赛期间拉伤左大腿
肌肉的。按照里皮的安排，李磊连同
颜骏凌、张琳芃、蒿俊闵、艾克森等球
队40强赛首战马尔代夫队比赛时的
主力球员一同于下半时登场。这也是
李磊伤愈归队后，首次代表国足参
赛。但就在下半时进行不到 20 分钟
的时候，李磊因一次回追造成左大腿
肌肉拉伤，疼痛难忍的他立即被队友
刘洋换下。下场后，球队第一时间把
李磊送往医院，经检查为左侧大腿肌
肉拉伤，是一处新伤。这种拉伤往往
需要几天的恢复期，李磊要想赶上和
叙利亚队的比赛基本不太可能。这场
比赛，最后虽然国足以6比1大胜对
手，但是伤了李磊，也有些让人遗憾。

李磊一直都是里皮心目中左后
卫位置上最佳人选。在 40 强赛国足
首战与马尔代夫队的客场比赛中，李
磊是全队发挥最出色的球员之一，中
国队打进对手的前 3 个进球均与他
参与进攻有关。而从国足此前两场40
强赛特别是客战菲律宾队的比赛来
看，缺少李磊的左路防线多少给人以
软肋的感觉。由于事发突然，教练组
已来不及从国内征调其他左后卫，目
前球队中可以踢左后卫的球员一个
是刘洋，另外一个是郑铮。而究竟选
择谁，里皮需要尽快做出决定。

对手对手//
叙利亚伤情严重

国足这边伤了李磊，不
过对手叙利亚队那里的伤情
更加严重。9日，叙利亚公布
了本期世预赛23人名单，赫
里宾、索马、奥马里等主力球
员赫然在列。作为前亚洲足
球先生，赫里宾曾在10月与
马尔代夫的世预赛中脚踝
受伤，目前正在快速恢复
中。除了赫里宾，叙利亚新
星阿什卡尔、荷甲海归奥斯
曼以及中场大将穆巴耶德
也均有伤在身，这几位关键
球员的伤病状况，或许会对
叙利亚队的中场控制力造成
一定影响。

不过，头号射手奥马尔·
索马目前状态正佳，他效力
于沙特吉达国民，本赛季代
表俱乐部出场9次攻入6球，
表现出色。国家队层面，作为
叙利亚正印前锋，索马在前
三场 40 强赛中全部首发并
斩获 7 球，对阵关岛的比赛
中他还上演了帽子戏法，目
前高居四十强赛射手榜榜
首。索马身高192cm，头球争
顶能力极强，把握机会能力
出色，此役或将成为国足防
线面临的最大威胁。

信心信心//
武磊：踢出自己的节奏

昨晚，国足来到比赛的迪拜马克图
姆体育场踩场适应场地。球场的条件确
实一般，不过球员们纷纷表示，场地条
件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是一样的，不会对
发挥造成什么问题。从现场的情况看，
马克图姆体育场的草坪质量并不理想，
有些地方的草已经泛黄，而且草皮比较
薄，如果钉鞋踩上去很有可能被踩翻。
据悉，在亚洲杯后，这个球场的草皮就
没有更换过。

近期，工作人员每天都在浇水以及
维护草皮。“我觉得其实都还好。毕竟亚
洲杯的时候大家已经来过阿联酋参加
比赛，对于这里的气候和草皮都还比较
熟悉。”武磊说，“其实场地对于大家来
说都是一样的，关键还是在比赛中踢出
自己的节奏。不管进攻还是防守，都要
积极穿插到对方身后，对叙利亚队进行
高压逼抢。40强赛这个阶段，我们还是
非常有信心的。”

来自韩国的裁判金大容将执法国足
客战叙利亚一役。金大容生于1981年，
在2012年成为国际级裁判，先后执法过
U16亚少赛、U19亚青赛、U23亚锦赛等
一系列青少年赛事。此前亚足联公布的
本场比赛执法裁判是中国足球的“苦主
裁判”哈桑，不过在5日宣布替换成金大
容。国足客战叙利亚更换裁判也许是件
好事，由同属东亚区的裁判执法，国足在
心理上多少会占有点优势。

本组稿件均由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发自阿联酋迪拜

国足比赛地毗邻卡纳瓦罗豪宅

为您服务 86511885� �86621326028-
登报专线

地址：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地铁市二医院站E出口）
广
告

QQ号：2408458226� �微信号：wnfw2019� �收费标准：80元/行/天 每行13个字 草市街 13308064232� � � �书院西街 18980503661� � �城西财大 028-87483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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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19年 11月 21日上午 10时，在成都市锦江区王家坝街 28号遂宁
宾馆 6楼会议室，以公开拍卖的方式对下列标的进行招租：

位于成都市武侯区高升桥路 9 号罗浮广场的“心机城”，招租面积 3088.38m2，拍
卖参考价 150元 /月 /m2，竞拍保证金 20万元。

竞拍要求:1、招租方式：整体出租心机城 3088.38m2 承租权，出租期限为 5 年。 2、
投标要求：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拥有 5 年以上相关通信业务经营经验（需提供资质证
明），注册资金在 500万元以上的公司。3、经营范围：必须专营移动公司通信类产品，对
外转租面积不得超过总面积 50%，不能转租经营竞争对手产品。

报名时间、地点、方式及标的展示：即日起标的现址展示。有意者即日起至 11月 20
日 16 时止（双休日除外），至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7 号商鼎国际 2 幢 2 单元
1211室查询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电话：17608012199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4日

拍 卖 公 告房屋租售

●成都益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龙井综合体招商具体详见公司
网站http://www.ymtzjt.com

声明·公告
●成都鑫河奇门健身服务有限
公司刘成奇法人章 （编号：51
01049924255）遗失作废。

声 明
由于业主资金不到位、项

目暂缓修建等原因， 济邦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和理塘
格聂景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 于2017年7月30日签订
的 《热日卡温泉营地及依拉卡
观景台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不
能履行。 双方协商后共同声明
：即日起，该合同作废，不予履
行； 双方不再因签订该合同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互不追究违
约责任。 2019年11月13日
●姓名熊婷 （身份证号511423
199609212125） 不慎遗失内江
恒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内
江恒大锦城）商品房认购书》认
购书编号0000607,遗失作废。
●成都金墨斗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原法人杨群法人章 （编号：
5101040141716）遗失作废。

迁坟公告
因成都市绕城生态带锦城

绿道工程建设需要， 凡在锦城
绿道 （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
马家寺段） 内的所有坟墓必须
自2019年11月14日起至2019年
12月31日前自行迁出， 望各位
坟主在此期间内主动到成都市
双流区九江街道马家寺社区居
民委员会办理迁坟手续， 逾期
未办理则按无主坟墓处理，请
相互转告。特此公告！
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马家

寺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9年11月14日

●唐昊宇， 身份证号51013120
0002010015 （有效期2015.3.2
7—2020.3.27） 于2019年 11月
8日遗失， 即日起非本人使用
与本人无关。

●四川众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258089
251）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
1258089252）傅艳法人章（编
号 ：5101258089253） 发票专
用章 （编号：5101258089254）
遗失作废。
●成都红星欧丽洛雅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武侯分公司开具给深
圳雅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展
位诚意金收据(金额:人民币61
514元)遗失,声明收据原件作废
●四川辉星盛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4
0126172）原法人郭凤法人章（编
号：5101040126173）遗失作废。
●成都归园居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9151010457464351
59）公章（编号：510104508536
0）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洪源怡鑫酒业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85277
467）、 发票专用章 （编号 ：
5101085277468） 于2019年10
月15日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中联三六五实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7MA6C9UEGXD） 正副本、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32362
7、程勇法人章编号5101075323
628于2019年5月1日遗失作废。
●成都市惠而佳科技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51
56803） 兰芳法人章 （编号：5
101075156805）遗失作废。
●四川康德利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刘冉法人章 （编号 ：
5101040061164）印章销毁证明
遗失，声明作废。

●郫县安靖镇宝宝乐
幼儿园公章 （编号 ：
5101008673495）、 财
务 专 用 章 （ 编 号 ：
5101009506027）、法人
章 （吴应春， 编号：51
01009506028）遗失，声
明作废。
●金牛区浩瑞广进建
材经营部公章 （编号：
5101060250062） 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卓享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09220754）遗 失 ，声 明
作废。
●红发电动工具行营业执照（
工商注册号：5101043025163）
正副本遗失作废。

●四川壹零壹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
112MA6C57R3F）遗失
作废。

代办点

里皮昨日出席发布会

迪拜棕榈岛

国足期待拿下对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