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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宇称：情况确实很紧急

在2018赛季的中国足球乙级联
赛中，四川安纳普尔那以27胜4平
的不败战绩，拿到四川职业足球的
首个全国冠军，让四川足球在时隔
多年之后重新回到了中国甲级足
球的行列，并且还创造了 16连胜
的中国职业足球的最长连胜记
录。但球队在冲甲成功的同时，俱
乐部的资金状况也出现了问题，甚
至在球队冲甲关键时刻，还被媒体
爆出欠薪的传闻。虽然事后俱乐部
总经理马明宇出面澄清了部分不实
传闻，但也承认了球队存在欠薪的
客观事实。

9日，记者致电四川安纳普尔那
俱乐部总经理马明宇，马明宇确认
了俱乐部目前遇到的紧急状况。他
表示，主要是因为1月12号的准入
问题，需要资金来补发球员的欠薪，
才能过准入这一关。而两千万的数
额是经过“跟球员、教练组进行沟通
后得出的结果”，马明宇说，“前期经
过多方努力，但效果并不好，目前与
部分有意向的企业还在商谈，但是
正规的商谈程序需要时间，目前很
紧急，所以俱乐部才发表这个紧急
声明。”

马明宇同时表示，“之前有传言
说，俱乐部要价高，现在通过这个声
明，也是表明俱乐部并不是要价高，
而是情况确实很紧急。”假设资金无
法到位，最坏的情况，“俱乐部只有
进行清盘，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感谢球迷，“众筹”不太现实

四川安纳普尔那的声明发出以
后，也让许多四川球迷揪心。“上赛
季才吼着雄起陪他冲甲成功，难道

现在就要解散了吗？”不少球迷提出
了众筹的建议，“球迷们一人出点
钱，或者提前预付下赛季的比赛套
票，帮助俱乐部把困难解决了。”

对此，马明宇也非常感谢四川
热血球迷对球队的支持，但他也承
认这个方案并不现实。俱乐部新闻
官李康珲也表示，众筹性质很复杂，
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如果众筹
后，俱乐部依然会有问题的话，那就
麻烦了，而且买套票的钱直接到不
了俱乐部”。

李康珲表示，现在俱乐部遇到
了困难，还是希望得到更多球迷的
理解，给予俱乐部董事长何亚平更
多的支持，“作为一个外省人，为俱
乐部投资了三年，为四川足球做了
这么多，他不欠我们任何东西。”

据悉，四川安纳普尔那的投资
人何亚平在涉足四川足球三年多的
时间里，累计投入2亿多元，将四川
安纳普尔那打造成为了“中乙恒
大”，并在2018年顺利完成冲甲。可
是在职业足球高度发达的今天，仅
靠投资人一己之力来支撑一家职业
足球俱乐部并不现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陈羽啸

记忆里的“黄色旋风”
甲A时代

曾打响成都保卫战

1993年11月8日，四川足球迎
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四川全兴
酒厂与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共同组
建的四川全兴俱乐部，在这一天正式
挂牌成立。

1994年是甲A元年，全兴拿到了
联赛第六名，对于成都人来说，花上
小半月工资去成体看球，漫天的“雄
起”声成为一种青春里再也无法复制
的“享受”，100%的上座率也让成都
拥有了“金牌球市”的头衔。男孩子
手中的“球星卡”仿佛就是甲A风云
中的“图腾”一般，马明宇、魏群、黎
兵，姚夏等名字深深刻在了一代人的
记忆中。

1995年甲A后两轮的“成都保卫
战”是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赛以来最

火爆的两轮遭遇战，有球迷回忆道，
“4万多名四川球迷齐聚场内摇旗呐
喊，使得场上的队员听不见除了呼喊
外的任何声音。”

凭借最后一轮1：0战胜八一，川
足顽强地留在了甲A阵营中，而那句

“嫁人要嫁魏大侠，生儿要生小姚夏”
见证了队长魏群与射手姚夏在四川
球迷心中“神”一般的地位。

1997年，余东风下课之后，克罗
地亚人米罗西接掌教鞭，川足从此
开始外教时代，也进入了短暂的辉
煌期。

记忆里的“蹉跎岁月”
动荡波折

巅峰后的一地鸡毛

足球是“圆的”。四川全兴这支
曾令无数四川球迷为之疯狂的球队，
最终还是躲不过终场的哨声。

2001年12月，四川全兴俱乐部
宣布转让股权，“全兴八年”落幕，随
即川足迈入动荡时代。

大连人入主后，很多人成为了牺
牲品，被委任为俱乐部副总经理兼球
员的魏群，随后被解职和三停。2002
赛季结束后，魏群远走红塔，黎兵无
奈退役，姚夏转会青岛，其他众多主
力也被推上转会榜。到了 2003 年
初，足协认定大河与实德的关系，勒
令四川大河转让，冠城接手该队，成
立四川冠城。

2006年 1月 27日，转让未果的
四川冠城队宣布解散，四川球迷一片
哀叹。

2008赛季，另一支四川球队成都
谢菲联升入中超，但由于涉及假球在
2010年被中国足协做降级处罚，从那
之后，中超联赛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四川球队的身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雨恒

川足“冷”得恼火
不能只吼“雄起”

□王浩

“三九四九，冻死猪狗”，2019
的数九寒冬才刚刚数到三九，四川
足球圈就传来一声哀号，缺了2000
万的安纳普尔那，刚刚到手的中甲
资格，可能要哦豁。

都晓得成都人喜欢刷屏，“出
太阳了”“地震了”那都是跑不脱的
刷刷刷，如果比这两样还刷得起
劲，那就只有也只能是“下雪了”。
话说去年年底老天爷还真给面子，
为了“冲业绩”也是拼了，硬是让成
都人在年前享受了一盘雪景。

当然，雪景都看了，遭冷得恼
火也就只有硬扛。有北方人取笑
我们，说你们遇到个最低零度就闹
麻了，看看我们这儿都零下了。他
们哪晓得，我们成都人从来都说的
是室内！是室内！简直是难得跟
他们扯。

不过喃，还是有些人冷得有点
遭不住。一个星期前，四川安纳普
尔那的队长陈涛，就在社交媒体写
下寥寥数语，抱怨说：四川的冬天
好冷，足球更冷……

其实，老资格的四川球迷都还
有印象，这种冷浸浸的感觉，四川
足球是经历过的，相信不少人
1995年就在成体中心吼过“保卫
成都”。当然，那会儿我们不缺球
星，我们有马儿有姚夏有魏大侠，
那会儿全兴俱乐部腰杆也硬，包儿
头从来不缺“子弹”，不光“上头”有
人支持，“后头”也有人支持，成都
的金牌球市那叫一个火爆，所以
说，那二年就算川足只剩一口气吊
命了，大家也心齐得很，觉得肯定
有火烤。

现而今，这支刚刚拿到中甲资
格的川足，肯定也望穿秋水想像当
年的全兴俱乐部那样得到各种支
持，不同的是，现而今他们缺的不
是积分，他们是拿了中乙冠军自己
挣来的中甲资格，但他们缺的是

“子弹”，包儿头没得捞捞。
“说起钱就不亲热”，人家老板

儿也都明侃了，人家是“外省人”，
人家入川搞足球几年已经花了很
多银子了，这盘确实有点来不起
了，所以，只能求关注求打赏求合
作求入股。要承认，这是说的大实
话，在这种“冷球”得很的时候，光
是吼几嗓子雄起，根本无济于事。

事情确实已经相当紧急，找不
到钱今天就要扎板，虽然很多四川
球迷已经挽起袖子准备“众筹”，但
很显然根本来不及，这种紧要关
头，必须还是要有关火的人站出
来，不管是上热水袋还是上烘篓
儿，只有把硬火比起才得行！

拜托！

欠薪不停训
队员昨照常训练

虽然俱乐部的资金出现了困难，而
且面临生死关头，但让人欣慰的是，四川
安纳普尔那的队员们依然在都江堰基地
照常训练。1月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
球员们仍按照俱乐部平日的安排在进行
认真的训练。

由于与“山哥”黎兵的教练合同在
2018年12月31日已经到期，球队目前
的训练暂由前四川全兴主教练、克罗地
亚人米罗西负责。后者此前一直任职四
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的青训总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

面临破产清算

谁来拯救四川足球？
1月9日凌晨5点，即将征战中甲联赛的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在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
紧急声明，声明中阐述了俱乐部在资金方面面临的巨大困难，希望向社会寻求合作渡过
难关。这是继1月6日俱乐部发表寻求资金申明后，再次紧急发声。

就差2000万

截至日前，俱乐部资金仍未解决。中国足协中甲联赛准入
资格审核截止日在即，俱乐部须在1月10日下午5点之前解决
相关款项至少2000万元，否则俱乐部将失去中甲联赛参赛资格
并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值此生死存亡之际，俱乐部再次公
开向社会发出合作邀请：

1、2019赛季中甲联赛球队冠名权，作价2000万元；
2、股权转让、增资扩股或债权融资等方式。
呼吁有责任感的企业及个人与俱乐部进行接洽!

俱乐部声明：

达喀尔第二赛段难度升级

暂列中国车手第一的
正是成都梁伯

如果说达喀尔第一赛段是一碟花生
米的话，那么第二赛段的难度就像是一盘

“扬州炒饭”，各种不同的路段都来上一
点，弄成了一段相当有难度的大杂烩。

赛前被媒体看好的中国车手韩巍，由
于车辆故障，在这段赛道里花了近12个小
时才终于修好了车，成为最后一个跑出这
个赛段的车手。而成都“花甲车手”梁钰
祥，则成了中国车手中目前成绩领先的那
一个。不过，梁伯表示，全靠队友何志涛，
才能尽快走出赛段。

迷路，多辆赛车打转转

在第一个赛段取得冠军的阿提亚率先
发车，时间为5点30分，之后才是其他赛车
陆续上路，梁伯的赛车发车时已经是6点46
分。由于下榻的酒店距发车点有20多公
里，因此梁伯早上5点15分就要从酒店出
发，梁伯说这真是“半夜鸡叫，日行八百”。

第二赛段的特殊赛段长达300多公
里，拥有包括沙地、沙山、河谷和海滩多种
地形，而在导航的路书上，还有一个罚时
长达2个小时的难点，如果没有到这个点

“打卡”，就要在总时间上被罚2小时。
这是当天最难的一个点，当梁伯和他

的领航员寇洪涛走到附近时，发现有几十
辆赛车都在打转，找不到这个点。梁伯和
寇洪涛尝试了一下，并不算顺利。就在寇
洪涛努力确定了航向时，梁伯的队友何志
涛开了上来，并对着其中一个方向说道：

“应该就是在那边，跟上来看看！”
这正好也是寇洪涛确认的方向，何志

涛的指点让他更加确定，于是两台赛车一
前一后开了过去，终于听到了“滴”的一
声，打卡成功！

浮土，窗玻璃只能干擦

沙漠里的天气多变得让人害怕。从
第一赛段的终点到第二赛段终点，不到
300公里的路程上，记者看到了几十个正
在兴起的龙卷风，甚至有一处小型的龙卷
风距离记者的汽车不足5米的距离。

就在梁伯的赛车刚刚发车后，营地就
遭遇了小型的沙尘暴，天空上一层黑色的
沙子就像要把云抓到地上，而所有植物的
上方不足50厘米处全部是黄色的浮土。

天气的变化在赛道上更是要命，不过
最让人恼火的还是FESH FESH赛段，这
种浮土赛道让车手们吃尽了苦头，幸亏“达
喀尔老司机”何志涛在到了利马后第一件
事就是告诉梁伯，在这种赛段千万不能让
赛车沾水，一沾上水，这些浮土就变成了水
泥状，严重的时候能糊住赛车的发动机！

第二赛段，梁伯便遭遇了长约8公里
的FESH FESH赛道，铺天盖地的粉尘直
往车里钻，不光把赛车的挡风玻璃遮了个
严严实实，甚至钻进赛车的浮土把眼镜也
全部糊上了：“之前何志涛就说，这个时候
千万不能碰到水，于是我们的挡风玻璃都
只能干擦。而且浮土扑进了赛车，我的眼
镜上都全部是灰，什么都看不到，只能勉
强停下来把眼镜擦了再继续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闫雯雯 秘鲁现场报道

这一刻
想起当年“保卫成都”

“猛萌”大黄蜂圈粉5亿票房
他可比大黄蜂更萌

约翰·塞纳中文666
正在热映的“变形金刚系列”首部独

立电影《大黄蜂》，截至9日票房已突破5
亿。大黄蜂化身行走的“圈粉利器”，成为
新一代超级偶像。

有趣的是，随着电影的热映，片中伯恩
斯探员的扮演者约翰·塞纳火速出圈，凭借
一口流利的中文和对老干妈的狂热圈粉无
数。这位有颜值有演技的男星，曾荣获16
次WWE（美国职业摔角）世界冠军。

约翰·塞纳中文名叫赵喜娜，网友称
他是“中文十级选手”。他刚在中国拍摄
完电影，曾在首映礼上全程用中文回答问
题，在看到粉丝“我爱赵喜娜”的灯牌后，
还大方幽默地表示“这是我的名字”。

他的中文好到什么程度呢？在一次
WWE对抗赛中，对手用法语把他骂了一
通，以为他听不懂。没想到精通多国语言
的塞纳用中文回击“我是冠军，我有金腰
带，我永远不放弃！”一时间震惊全场。

此前在中国接受采访时，他曾向记者
透露，虽然他平时工作很忙，但依然会抽
出时间学说中文。早在四五年之前他就
开始学中文，目标是来中国拍纯中文电
影。前不久和成龙大哥合拍《狂怒沙暴》
时，他就用中文与成龙对话，还请全场人
都跟他讲中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洁

评|球|者|说

对于四川球迷来说，曾经成体的
那一抹“黄色旋风”是最挥之不

去的激情记忆，而如今，川足的冬天正
迎来一波凛冽的风雪。

不得不承认，虽然目前四川足球拥有
安纳普尔那、成都兴城、四川九牛三支职
业足球队，但没有一支球队能够真正继承
老川足的“血液”，无论是成绩还是情怀。

就在今天

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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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甲成功那一刻，马明宇和黎兵曾
相拥而泣。（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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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足球确实需要雄起，曾经辉煌何日能够再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