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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龙门阵

3天飞行集训！
考验里皮的水平
去年10月底里皮上任之后，

虽然经历了11月与卡塔尔之间
的世预赛，但是他真正与球队一
起合练的时间并不多。此前仅仅
是在中国杯期间进行了一期集
训，而且球员并非去年参加世预
赛的主力。春节之后，里皮也只
是在2月9日至12日进行了为期
3天的集训。

打完去年11月的中卡之战
后，国脚们再也没有聚在一次熟
悉里皮的技战术理念。里皮才会
决定在本月增加一次飞行集训的
计划，让球员重新找回对战术的
理解和认知。如何在这么短的时
间里让国脚们学到更多的东西，
更加适应“里家军”的战术打法，
里皮可是大费苦心。3天时间上
了5堂训练课，重新“复习”了去年
11月与卡塔尔队的比赛时就定下
的技战术：“11月份进行了对卡塔
尔的比赛，而下一场比赛在3月份，
两场比赛中间间隔4个月，时间跨
度很大。我需要通过这次集训，
再将我们在备战卡塔尔比赛时演
练的技战术再复习一次，让球员
对技战术打法有更深入地了解。”

当然，除了温故还要知新，里
皮也进行了一定的新尝试。除了
343和433两种战术阵型外，还向
国脚们灌输了 4231 的战术打
法。其实，4231战术对国脚们算
不上陌生，不少国脚所在俱乐部
都使用这一战术，只是里皮在战
术细节上和位置要求方面略有不
同。在里皮心目中，国足的主力
阵容早已敲定大半，只是个别位
置会根据伤病和状态等情况进行
人员调整。

下一次国足集训，将是3月
中旬。等到3月12日的中超第二

轮打完，留给国足备战中韩之战
的时间只有不到10天时间。虽
然面对韩国队，国足是输多胜少，
特别是在如此重要的比赛中，想
要翻盘需要一些“奇迹”。就像里
皮说的那样：“可以说晋级世界杯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如果能晋级那是一个奇迹，如果
我们能实现这个奇迹那是非常积
极的事情，如果不能晋级，只能着
眼于球队的进步，我希望球队能
延续与卡塔尔队比赛时的表现，
不断地进步和成长。”

对手损兵折将？
这是赛前烟雾弹
在不久前国际足联公布的最

新一期的国家队排名中，中国男
足排名世界第86位，这也是国足
近11个月中排名最低的一次。
在亚洲球队中，国足被卡塔尔队
反超，排名第 9，跌出亚洲前 8
位。面对亚洲排名第2的韩国队，
要想取胜，绝非易事。里皮称：“中
韩两支球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差
距是一个现实，我们需要不断提高
中国队的水平，使球队不断进步，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通过比赛
能保留晋级世界杯的希望，无论如
何，我们会全力以赴。”

而韩国方面也传来好消息，
目前韩国队遭遇了伤病减员的困
境，主帅施蒂利克不得不为选择
阵容而头疼。英超球队斯旺西主
帅保罗·克莱门特此前确认，球队
的主力中场、韩国球员寄诚庸膝
伤将缺席数周的比赛，因此可能
缺席3月下旬与中国队的12强
赛。除了寄诚庸之外，另外一名
太极虎的主力，效力于德甲奥格
斯堡的具滋哲也受到伤病的影
响。奥格斯堡俱乐部此前已经确
认具滋哲因为脚踝伤势同样将缺

席数周。加上累积黄牌停赛的孙
兴慜，这让韩国媒体对于球队在
12强赛第6轮做客面对中国队的
前景颇为悲观。不过韩国足协很
快辟谣：“他们的伤势并不严重，
不至于影响到代表国家队出征12
强赛。”

另外，让施蒂利克烦恼的远
不止寄诚庸一人，目前效力于英超
水晶宫队的李青龙已经连续3轮
没能进入球队大名单，作为韩国中
前场的绝对主力，难以获得出场比
赛机会状态当然令人担忧。

当然，由于比赛还有一个月
时间才会进行，这些消息是否真
实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对于国足
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些消
息都当做是烟幕弹，做好自己，至
少让球迷们看到一场赏心悦目的
比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闫雯雯 陈羽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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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14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109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马尔康、攀枝花、西昌
良：宜宾、广元、雅安、遂宁
轻度污染：绵阳、眉山、内江、泸州、自贡、广
安、南充、巴中、乐山
中度污染：德阳、资阳、达州

1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55-185 空气质量等级 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局部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局部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
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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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拨96111，可申请种植牙援助
“牙好胃口就好”，道出了不少老年市民的“心

声”。牙齿脱落、饮食困难、日渐消瘦，成为了许多
缺牙市民心中的痛。

为关爱缺牙市民，厂家联盟100万援助暨建
立口腔档案计划正式启动。缺牙市民可拨打
028-96111，申请种植牙半价优惠。

种植牙，让缺牙重新“长”出来
缺牙怎么办？目前的假牙主要包括了活动假

牙、烤瓷桥和种植牙，前两种方式都需要在破坏邻
牙的基础上安装假牙，但种植牙突破了传统镶牙
的方式，对邻牙没有破坏性，且使用寿命长、稳定、
美观、舒适、咀嚼功能恢复好，一次种植可终生质
保，是一种高度仿真的牙齿修复技术。

抓住种牙好机遇，种植牙半价包干
为回馈缺牙市民，在“厂家联盟100万援助”

活动期间，拨打96111预约的市民，可享种植牙半
价包干的活动援助，包括种植体、基台、牙冠在内
的整颗牙齿！还有免费种植牙相送！

建立口腔档案，享多项目终生免费
据悉，此次活动现面向全国征集牙缺失市民。

目前报名火热，如你也有牙缺失问题，请拨打
028-96111预约参与。市民还可携带本人身份证
前往指定医院，建立口腔档案。建档后，可享终生免
费口腔检查，终生免费保健洁牙，终生免费补牙，免
费儿童窝沟封闭，终生免费口腔健康评估等福利！

/ 竞彩分析 /

欧冠淘汰赛硬碰硬
谁遇上拜仁都难受
拜仁慕尼黑 VS 阿森纳 胜

本周中，欧冠进入残酷的
淘汰阶段，北京时间明天凌晨，
德甲班霸拜仁将主场迎战英超
老油条阿森纳，两队近几年在
欧冠赛场是老对手，4年竟有6
次碰撞，而拜仁也仅以3胜1平
2负略占上风，堪称旗鼓相当。
但值得注意的是，阿森纳实质
上并没能给拜仁造成什么伤
害，其中两次淘汰阶段相遇，被
淘汰的都是阿森纳。

从近期拜仁的表现来看，
简直是一帆风顺，在各项正式
比赛中达成11场不败，而且是
惊人的10胜1平。目前以7分
优势领跑德甲的拜仁，已完全
摆脱了联赛中的羁绊，可以全
身心投入到欧冠当中。相比之
下，阿森纳显然要低调得多，这
不仅因为他们在英超联赛中习
惯性遭遇后程瓶颈，目前仅以1
分优势险守积分榜第四位，而
且与拜仁的交战史，只能在拜
仁取得巨大优势时，才可能讨
点便宜，上一次（2015/2016赛
季欧冠小组赛）因为阿森纳2：0
主场先赢，结果就被拜仁回到
主场后，报复性地打了个5：1。

从中国竞彩网数据看，截
至笔者发稿（2月14日17点），
拜仁主场对阵阿森纳的最新单
场固定奖金为胜1.34、平4.25、
负6.75，而最新彩民投票支持率
则分别为胜 69%、平 20%、负
11%，仅三成彩民认为阿森纳可
全身而退。综合欧洲各大博彩
公司数据，主胜赔率稳定低水，
平赔和负赔均相对较高。参考
亚盘，主流盘口为主队让一球，
显示此战少有冷意。胜平负推
荐3，让球胜平负（拜仁－1）推
荐3/1。 福克斯

上周末客场大胜八一之后，
四川品胜男篮已经挤入了季后
赛区，虽然最后一轮四川男篮将
会在客场力拼北京男篮，但是不
管怎么说，球队至少不需要看别
人的脸色才能晋级，这是一件好
事。主帅杨学增也很认同这一
点：“主动权能掌握在自己手里
的感觉很好，最关键是下一场与
山东队的比赛，我们会认真做好
准备，全力以赴，这场球拿下来
以后，我们的形势会更好一些，
晋级季后赛的希望也更大。”

本周一，由于飞机晚点，球
队几乎是花了一整天时间才从
客场赶回了成都，有一定的疲劳
感，因此在昨天上午只安排了体
能训练，球员们进行了简单的恢
复。而在下午的训练中，专门针
对山东队的特点进行了战术的

布置。主帅杨学增强调本场比
赛的重点是防守：“专门演练了
防守的训练，希望能够在比赛中
大家能够在防守方面做到步调
统一。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的
形势如何，每个人都会全力以
赴，而对手也是一样，这场比赛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太重要
了。”

对于四川队来说，优势在于
主场的气氛很好，有利于球员们
建立信心，提高士气。而且经历
过上赛季的四川队，特别是总
决赛先输后赢之后，心理素质更
加强大。“去年经历了季后赛再
到总决赛，球队在无形之中有了
更大的提高。在重要的比赛中学
会了如何发挥出自己的水平，这
场比赛的胜面还是比较大的。”杨
学增对于弟子们很有信心。

四川男篮迎“三大战役”①天王山之战

本赛季CBA常规赛还有最后3轮比赛，在上海、新疆、广东、辽宁、广厦和深圳锁定季后赛名额后，
仅剩两张“门票”供山东、四川、北京和江苏争夺，天津也还有理论机会，但是，这几支球队谁也没有十足把握自己能笑到最后。

对于四川品胜男篮来说，在之前客场两连胜之后，他们已经将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只要打好未来的三场比赛，季后赛自然不在话下，因此，这三场比赛犹如“三大战役”，将考验四川男篮争搭季后赛末班车的敏感神经。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17期开奖结果：
9321190，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9
注，每注奖金35142元；三等奖190注，每注奖金
1800元。（976.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38期开奖结果：823
直选：5500（26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
注奖金346元；组选6：11424（620）注，每注奖金173
元。（25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38期开奖结果：
82352 一等奖：36注，每注奖金10万元。（2.7亿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脱发增发遮盖白发订假发
18年品质 逼真舒适

尚一假发：隐形假发正以燎原之势影
响全国。专业针对：白发不想染发、脱发稀
少、片秃、全秃、化疗脱发等等。
锦江区大业路6号上普财富中心广场C座2009室

028-84161851 84161852广
告

就在今晚（2月
15日），四川队将主
场迎战山东队，所
谓“天王山之战”，
显而易见，这是一
场赢一场当赢两场
的比赛。

如果：
山东队在客场

以2分以上的成绩
赢下比赛，那么山
东队就将提前进入
季后赛，四川品胜
不仅需要在主场战
胜天津队，还需要
在最后一轮去力拼
北京；

如果：
四川男篮能够

在主场赢下山东
队，那么晋级季后
赛的希望大增，一
旦其他竞争对手不
能全胜，川军还可
以提前收获门票，
甚至排名第七进军
季后赛。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闫
雯雯

山东男篮与四川男篮的关系，
很难一句话概括。这两支CBA球
队对于相互都非常了解。在四川
队中，包括陈晓东、王汝恒、徐韬
……共有6名山东籍的球员；而在
山东队里，也有上赛季效力过四川
男篮的贾诚和邓特蒙。

上赛季，四川男篮获得了
CBA总冠军。本赛季揭幕战前，
球员们获得了总冠军戒指，但是已
经在赛季前离队的邓特蒙、贾诚和
于澍龙并没有参加颁奖仪式。客
场对阵吉林，俱乐部将于澍龙的戒
指交给了他的家人；而今晚这场比
赛，贾诚和邓特蒙将会在省体收到
他们的总冠军戒指，这对于两人来
说不啻一个巨大的鼓舞。一名俱
乐部管理层人士表示，见到两人之

后会跟他们开玩笑：“如果打得太
好，冠军戒指就不发了。”

由于相互之间的了解，四川男
篮对于上赛季的小外援邓特蒙还
有一定的顾忌。“如果邓特蒙发起
飙来，那可是很恐怖的，他的速度
快三分球也很准，不看好他的话，
会吃大苦头。”上赛季邓特蒙在效
力四川男篮的期间，就曾经数次发
飙，特别是总决赛的第三场，邓特
蒙一改此前的低迷状态，砍下40
分帮助球队获胜。

为了限制邓特蒙的发挥，四川
男篮教练组专门安排了针对他的
战术，甚至还找来了与邓特蒙风格
相近的“替身”进行了演练。

这一切准备，就是为了今晚的
“天王山之战”。

春节之后，四川队虽然在主
场输给了新疆队，但是紧接着的
两个客场发挥不错，更可喜的是
球员们如今一切健康，状态也不
错。刚刚伤愈复出的哈里斯的
状态甚至比起教练组想象的还
要好一点。

实际上，在11月初哈里斯受
伤之后，大多数人对于他并不看
好，认为即便是2个月之后受伤
的手骨愈合，也需要长时间的恢
复，几乎可以宣告他本赛季报
销。但哈里斯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的内心燃着一团火，想要打球
的愿望从未消失过。他主动要
求继续跟队，一方面帮助新外援
约什适应球队，另一方面则是跟
着球队一起进行训练。在成都
治疗期间，他还跟自己在美国的
私人医生随时保持联系，想方设
法地让自己能够尽快回到球
场。春节期间，在经过了双方医
生的诊断之后，哈里斯与教练组

进行了沟通，最终确定在对阵山
西的比赛回归赛场。

对阵山西的关键之战，哈里
斯上场25分钟拿下了17分7个
篮板2次助攻，而在对阵青岛的
比赛中33分10个篮板的成绩宣
告当初那个总会取得“不可思议
的进球”的哈里斯又回来了。

实际上哈里斯的拼命三郎
风格并不是本赛季才有的，上赛
季四川男篮客场战胜广东队的
比赛中，哈里斯在第四节被对手
戳到了眼睛还不下火线，“独眼”
支撑完了加时赛。赛后哈里斯
到医院里缝针，几天之后又带着
护目镜上场比赛。越是关键比
赛，哈里斯的状态越好。

“我并没有去想要赢下谁就
能进季后赛的事儿，未来的三场
比赛我们都要赢下来。”哈里斯
这样说道，“如果全部胜利了，我
们就能排名第七了。我觉得排
名越高当然越好。”

川鲁争锋
赢家通吃！

轻松心态准备生死战

哈里斯想要连赢三场

邓特蒙恐成关键先生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2017038
期开奖结果：134，单选654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1671注，单注奖金
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701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0、03、08、07、22、
23，蓝色球号码：12。一等奖5注，单注奖金7986377
元。二等奖120注，单注奖金155540元。滚入下期
奖池资金97349692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邓哈哈“重聚”，哈达迪该如何招待老友邓特蒙？（资料图片）

奇迹需要“水到渠成”
球迷只盼国足驱“韩”

即 将 到 来 的 3
月，对于中国足球来
说是一个繁忙的春
天。新赛季的中超
中甲即将全面打响，
国足也即将面临两
场恶战——主场对
阵韩国队以及客场
挑战伊朗。

是赢下两场比
赛 继 续 保 有 进 军
2018 年世界杯的希
望，创造出奇迹；还是
输掉比赛就此提前
告别世界杯让剩下
的 比 赛 成 为 鸡 肋 ？
国足只能用表现给
出答案。

虽然，每个人都
希望国足能够创造
出奇迹继 2002 年之
后再次冲出亚洲，但
是面对实力超出我
们一截的对手，打出
自己的水平和风格
更加重要。

也许，国足正视
自我，与韩国打出一
场有风格有水平的
比赛，对于中国球迷
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国足集训，考的是里皮脑花儿。

四川VS山东
今晚7：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