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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中国男足的合同到亚洲杯后即止，加之到目前为
止，里皮还没有表示出愿意续约的意向，所以，这届亚洲杯，
被外界视作中国男足主教练里皮的谢幕之战。尽管亚洲杯
的成败无损于里皮既有的荣耀，但银狐并不愿就此“混”过这
余下的合约期。“我是从低谷时接手中国队的，也希望在离任
时留下一些重要的东西！”<揭幕战>

东道主差点遭鱼腩丢翻
巴林队差点吓出东道主阿联酋

队一身冷汗！在扩军之后的亚洲杯
揭幕战上，上届季军阿联酋直到第
87分钟，才依靠一个点球勉强以1：
1和巴林队打平。

作为东道主，阿联酋队中尽管
缺少了受伤的中场核心、有着“海湾
梅西”之称的奥马尔，但无疑还是A
组的出线热门。但巴林队前锋罗迈
希的表现压制住了整个阿联酋队，
这位硬朗的前锋除了为巴林打进领
先的一球，还创造了多次良机。

开幕式和揭幕战在阿布扎比的
扎耶德体育城球场举行。简单而极
具民族特色的表演之后，本届亚洲
杯正式拉开帷幕。开场后，名帅扎
切罗尼执教的阿联酋明显掌握了主
动权，频频向巴林队腹地发起冲
击。前25分钟，阿联酋掌握了完全
的主动，但巴林随后以高效的反击，
逐渐扭转了局面。

第79分钟，巴林获得连续角球
进攻机会，罗迈希门前第一次头球
攻门，被阿联酋球员在球门线钩出，
他抢到落点再射一脚，打破了场上
僵局，使巴林队1：0领先。此前，他
在第52分钟还有一脚非常有威胁
的补射被阿联酋守门员神奇地扑
出。

阿联酋人在最后10分钟全线
压上，第87分钟，同样在一次角球
进攻中，裁判判罚巴林球员手球，阿
联酋队获得点球良机，替补上场的
哈利勒劲射将比分扳平。

全场比赛，阿联酋仅仅在控球
上占有优势，射门次数上双方14：
13基本持平，而打在球门范围内的
射门次数，巴林队甚至以 5：3 领
先。巴林队的国际排名是113位，
亚洲区排名仅第 20，但硬朗的防
守、高效的反击使得他们成为一块
难啃的骨头。有意思的是，在此前
的热身赛中，巴林队曾逼平过中国
队，并给国足带来不少指责之声。

<大冷门>
卫冕冠军遭遇换血阵痛

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作为B
组种子队，首战对手是约旦队，这场
本该一边倒的比赛，最终却演变成
本届亚洲杯的第一个大冷门。

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实力肯定是
B组最高的，自从2006年加入了亚
足联以来，澳大利亚队就成为了亚
洲豪强，上届比赛他们在本土更是
捧起了亚洲杯冠军奖杯。2018年
世界杯后，澳大利亚的阵容进行了
一定程度的更新，本届的澳大利亚
名单球员平均年龄只有26岁。不
过，澳大利亚队阵中的大部分球员
仍然都来自于英格兰等欧洲联赛，
球员的个人能力都比较强，虽然此
前中场核心穆伊右膝盖内侧韧带受
损，对澳大利亚队造成一定影响，但
也不至于对整体实力伤筋动骨。

事实上，真正让澳大利亚感到
吃力的，还是他们的精神领袖、王牌
前锋卡希尔的缺阵。要知道，这是
澳大利亚自从加入亚足联以来，第
一次在世界大赛中缺少了卡希尔。
以往，在澳大利亚陷入危局的时候，
都是那个小个子头球王站出来拯救
球队，但是这次再被约旦攻破球门
之后，替补席上却不见那个男人。

澳大利亚本场比赛也不能说打
得有多差，只是由于穆伊和耶迪纳
克都不在，让中场组织很困难，他们
更多的是在走边，但是球打到中路
却缺乏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球员。
在围攻对手无果的情况下，他们却
对约旦人突然的发力措手不及，约
旦的几次威胁进攻都让卫冕冠军感
觉力不从心。

当然，小组比赛还有两轮，在小
组第三也有机会出线的情况下，卫
冕冠军首战失利，也还是有机会搏
反弹的。 综合新华社、新浪等

SOS
缺钱！
四川安纳普尔那“呼救”

川足是中国足坛一块重要的版图，但是在中超
这个大舞台上川足已经很久没有露面了。2018赛
季，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给四川球迷带来一线希
望，这支球队在中乙联赛中，赢得了四川职业足球历
史上第一个全国冠军，同时也成功晋级中甲联赛。
不过，资金问题也自始至终困扰着这支球队，就在1
月6日下午，俱乐部在微博发布官方声明，因出现短
期资金困难，球队公开向全国企业发出合作邀约，形
式包括但不限于增资入股或整体股权转让。

足球是一项烧钱的运动，更何况四川安纳普尔
那俱乐部并不宽裕。事实上，就在四川安纳普尔那
以赛季不败战绩夺得上赛季中乙联赛冠军后不久，
俱乐部就曾传出过欠薪传闻。在去年11月22日，俱
乐部在成都召开了媒体见面会，公布了俱乐部新赛
季的筹备情况及远期发展规划，并提出了三年冲超
的目标，但同时，也透露了希望对外合作的意向。

当时，俱乐部董事长何亚平表示，欢迎政府支持
和协调，欢迎本土的大型企业，展开各类合作，包括
但不限于股权合作、冠名赞助、球衣广告赞助等方
式。四川安纳普尔那希望在省委省政府及地方政府
支持、主管部门引导、地方球迷拥护、地方企业合作
的模式下，最终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收支平衡的良性
发展之路。此前，总经理马明宇也曾坦言，“目前球
队遇到了一些资金困难。因为从中乙进入中甲行
列，投入肯定会更大。”

这一次，俱乐部再次公开明确表示资金困难，
“俱乐部投资方作为外省投资人，此前三个赛季中已
累计投入资金超过2亿元，目前经济大环境导致俱乐
部短期资金困难，为了更好地备战新赛季，经慎重考
虑，俱乐部郑重声明：公开向省内外有诚意有担当的
企业或个人发出合作邀约，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增资
入股或整体股权转让。”

很显然，要想实现三年冲超的目标，如果没
有新的资本入股，川足的未来着实难料。而俱
乐部此番一纸声明，也已经给明年四川安纳普
尔那的中甲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在距离亚洲杯开赛前夕，国足终于提交
了参赛的23人名单。最后一刻，里皮放弃
了小将郭全博，选择带上有伤在身的老将张
鹭，这也和他整体的思路不谋而合。因此，
来到阿联酋的中国男足成为本届亚洲杯上
平均年龄最大的球队——国足平均年龄
29.3岁，30岁以上球员多达14人。

当初足协签约里皮之时，就有传闻里皮
真正的目标是在亚洲杯取得好成绩。就名
单而言，里皮选择经验更加丰富的球员，也
符合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出成绩的初衷。冲
击俄罗斯的功亏一篑，或许也会让银狐充满
了在亚洲杯证明自己的渴望。

疑问：谁是武磊左膀右臂？
刚刚过去的中超赛季，武磊力压一众大

牌外援当选中超金靴，状态爆棚，也被球迷
们看做这支国足的擎天之柱。但比起韩国
球星孙兴慜那样可以用一己之力撕开防线
的能力，武磊的短板非常明显。身材瘦弱，
对抗能力不足的他，一旦陷入与对手后卫的
肉搏战中，往往难以有所发挥。

在上港队中，奥斯卡和胡尔克能够为武
磊吸引防守端的兵力，并提供精妙的传球，
使得武磊在宽阔的纵深空间内大有用武之
地。但在国足阵中，如何利用好这柄在中超
大杀四方的尖刀，一直以来都是一道难题。

作为支点，郜林的作用极为重要，他
也有一定能力为武磊创造空间和可能。
此外这支国足的中场里，蒿俊闵、于汉超、
金敬道等人均不缺乏突击分球能力，如果
他们能和武磊形成默契，寻找机会合理利
用对方空挡，武磊的无球跑动能力将会威
力倍增。

症结：正印左后卫仍成谜
原本铁打主力李学鹏的突然受伤，让国

足本就人员不足的左后卫人选更加捉襟见
肘。过去数年中，李学鹏在这个位置发挥稳
定，时有亮眼表现。如此一来，也让国足的
左后卫成了球迷们担心的焦点。

就目前国足的23人名单来看，真正长
期在俱乐部担任左后卫的仅有刘洋一人。
但这位来自山东鲁能的小将只有23岁，且
大赛经验几乎为零，里皮是否会信任他尚且
不得而知。但从近期几场训练赛所流传出
的消息来看，这名小将担任首发的可能性正
在变得越来越大。

当然，也不排除里皮变阵或者派一名右
后卫客串的可能。面对吉尔吉斯斯坦和菲
律宾这两支小组较弱的球队时，里皮或许可
以演练343的三后卫强攻阵容，来为后面应
对强队布下烟雾弹。此外，长期担任右后卫
的张呈栋比赛经验丰富，他或许也是这个问
题的一种解答。 综合央视、中新社等

“大龄”出奇迹？国足尚存“待解之谜”
/盘前分析/

巴林逼平东道主，约旦击败卫冕冠军……

乱套
扩军的亚洲杯

1月6日，约旦人率先爆冷，干掉了卫冕冠军。新华社发

？

北京时间6日凌晨，2019年亚洲杯在海湾国家阿联酋“悄然”揭幕，将一直缠斗到2月1
日，所有决赛阶段比赛将分别在阿布扎比、迪拜、艾因和沙迦4个城市的8座体育场进
行。被分在C组的中国队与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同组，并将于7日晚亮相，首战

对手是吉尔吉斯斯坦队。
这也是亚洲杯正式扩军后举行的首届比赛，参赛队从之前的16支球队增加到24支球队，因此

分为6个小组，每个小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名进入淘汰赛。截至6日晚，包括揭幕
战在内的前两场比赛，赛果都令人咂舌：巴林1：1逼平东道主，约旦1：0击败澳大利亚，没想到吧？

国 足 今 晚 亮 相 开 启 里 皮“ 告 别 演 出 ”

里皮要求国足
“真心”造“惊喜”

亚洲杯战报
（截至1月6日24：00）
阿联酋 1：1 巴林
澳大利亚 0：1 约旦
泰国 1：4 印度

亚洲杯看台
1月7日 星期一 19：00

小组赛C组
中国 VS 吉尔吉斯斯坦

CCTV5 直播

里皮的愿望——争取最好成绩
在6日进行的赛前发布会上，里皮在谈

到球队目标时表示，希望国足能给中国球迷
和本届亚洲杯带来惊喜。“我们的目标很简
单，尽全力争取最好的成绩。”里皮说，“我们
知道像亚洲杯这样的比赛，有日本、澳大利
亚、韩国、伊朗这样的强队，同时也有会给人
们带来惊喜的球队，我希望我们能成为这届
比赛的惊喜。我在中国工作了7年，中国球
迷一直非常关注足球，希望这次我们能给他
们带来惊喜。”

国足小组赛首战对手是队史首次入围决
赛圈的吉尔吉斯斯坦队，虽然对手看似“鱼
腩”，但里皮表示教练组已经看过了吉尔吉斯
斯坦最近六七场比赛的录像，球队清楚如何

应对对手的战术特点和核心
球员，关键是要打出自己的
风格。

在自身问题上，队长郑
智停赛是中国队面临的难题
之一，不过球队已有应对之
策，“我们之前就知道郑智被
禁赛，所以备战时在中场搭配
上做好了准备。”

在过往三届亚洲杯首战中，
国足都顺利取得了“开门红”，
想要延续这一纪录，国足取胜
的关键是什么？“真心，”里皮
一边拍着胸口一边说，“我
们要带着真心去打好每场
比赛。”

球迷的担心——恐止步十六强
在中国队出征阿联酋前，有一份球迷投

票调查显示，有多达41.03%的球迷认为国
足会止步小组赛，即使是保持一份期待的，
也有31.32%的球迷认为国足会止步16强。

本届亚洲杯，中国队同组的对手包括吉
尔吉斯斯坦、菲律宾和韩国队。从实力上
看，韩国队更胜一筹。中国队必须压倒另两
支队伍，才能确保以小组第二出线。那么，
中国队能否战胜这两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呢？

来自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略显神秘，中
国队与其交手的记忆还停留在2014年，目前
该队拥有多名归化球员助阵，特别是从德国
归化而来的勒克斯逐渐成为锋线上的首选，
其队长贝恩哈特也是一位德国归化球员，先

后在德国、荷兰、芬兰、
波兰等国联赛踢球，
经历可谓丰富。不
过，从整体实力上
看，国足应该在其
之上。

曾是一度被
外界视为鱼腩
的菲律宾队倒
值得国足提
高警惕，该
队由曾执教过上海上港等中超球队的埃里
克森统领，在他面前，中国队并无秘密可
藏。更让人忧虑的是，该队有多达21名归化
球员，且多实力不弱，国足想要战胜他们并
不是件容易的事。 综合新华社等 国足“最大龄”郑智虽然首场比赛禁赛，但1月6日仍随队训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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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发
布
会
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