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来拯救四川足球？

亚洲杯看台

1月11日 21：30
亚洲杯小组赛C组
菲律宾 VS 中国
CCTV5直播

11日，中国队将遭遇亚洲杯小组
赛第二个对手菲律宾队。面对这个既
熟悉又陌生的对手，国足只要心态不
急躁、少犯低级错误，把控好中场尤其
是禁区前沿一带的防守，取胜当在情
理之中。

首轮，国足逆转吉尔吉斯斯坦，而
以大面积归化球员为主的菲律宾小负
韩国。从目前的积分情况来看，国足并
不需要太过着急去进攻，不给菲律宾留
下太多的反击空间，这样着急的反而是
对手。一旦把对手扯出来打，或许中国
队将获得更多的机会。否则，破密集防
守，任何一个队都是非常困难的。

按照亚洲杯小组赛出线的规则，每
个小组头两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第三
名出线，这样中国和菲律宾即使打平，
也可以积4分，基本可以确保出线。这
给了国足更多排兵布阵的选择。

虽然2017年国足曾以8：1大胜
菲律宾，但从亚洲杯上一场菲律宾0：1
小负韩国的表现来看，对菲律宾应当
刮目相看了。

从上一场中国队的表现来看，这
支国足无法驾驭三中卫的阵型，那么
恢复四后卫的传统阵容当在情理之

中。同时，如何加强本队右路防守将
是重中之重。菲律宾队的主要进攻点
在于前中超外援帕蒂尼奥，以及上一
场并没有首发的菲尔·哈扬斯本。帕
蒂尼奥在前场左路的突击，将给中国
队右路制造很大威胁，而哈扬斯本则
会考验中国队中后卫的默契程度。

金敬道本来可以主打右路，但上
一场他没有执行里皮的战术安排导致
早早被换下，如何使用这位跑不死的
前卫，将考验里皮的执教智慧。

本场比赛，国足队长郑智将复出，
他很有可能将和吴曦合作打后腰，以
郑智丰富的经验，中国队禁区前沿的
防守不会像上一场的上半场一样门户
大开；在攻防转换上，中国队也会有一
个关键的出球点。

在进攻配置上，蒿俊闵应该有一席
之地，郜林首发也在情理之中，武磊、于
大宝的伤势并无大碍，但肖智和韦世豪
依然无法上场，这样一旦局面打不开，
里皮或许只有于汉超这个选择了。

从纸面实力、积分形势上看，中国
队都好于菲律宾队，只要稳定心态、集
中注意力，本场国足机会很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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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宇：
仍无资金进入
仍在继续努力
四川安纳普尔那足球俱乐部寻求

2000万资金支持一事，成为国内足坛的
爆款新闻，截至1月10日19：00，资金困
局仍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俱乐部总
经理马明宇表示，“今天没有结果，仍在
继续努力。”目前，距离最后的大限1月
12日，中国足协规定的提交2018赛季教
练员、球员、工作人员工资确认表的时
间，还有不到48小时，四川安纳普尔那
命运如何？仍是未知。

在俱乐部四日内连发两条声明后，
四川足球的命运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
注，但据了解，真正与俱乐部进行深度
接触的企业并不多。同时，网上各种各
样的谣言也给俱乐部的招商工作带来了
影响。一些小道消息在朋友圈中流传，

“××企业已经与俱乐部达成转让协
议”，躺枪的包括全兴、万科、国家电网、
重庆某企业。据此，俱乐部表示，声明发
布后确实有企业与俱乐部联系，但并无
实质性进展，目前俱乐部仍然在努力。

四川安纳普尔那俱乐部在10日14：
41发布微博，“感谢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俱乐部全体工作人员仍在为中甲准入
积极努力。 ”与此同时，俱乐部董事长
何亚平、总经理马明宇及高层都在俱乐
部会议室紧急商谈，但截至当天17：00，
仍无收获。

1月10日17：00，是俱乐部公告中给
出的最后期限，也涉及到俱乐部股权转
让是否冻结，但并非如之前某些消息流
传的，如果10日17：00，没有2000万资
金进入，俱乐部就将破产清算。实际
上，距离中国足协给出的最后期限是1
月12日17：00，还有不到48小时时间，如
果在此期限内俱乐部能顺利找到新的
投资方，依然能保留中甲准入资格。

川足生死存亡，真正进入了倒计
时。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85岁王蒙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

重磅川版图书
王蒙“陪读”红楼

1月10日上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的《王蒙陪读〈红楼梦〉》新书发布会
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成功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李敬
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前副署长桂晓风，
《红楼梦》著名研究者、著名作家刘心武，
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著名出版家聂
震宁等人来到现场，与已届85岁高龄的
王蒙一起品读红楼。

王蒙首先上台分享了几十年来研究
《红楼梦》的心得与乐趣，他表示，“每次
重读都有新收获”。从1995年起，王蒙
就在漓江、上海文艺、中华书局等多家出
版社出版过多部评点《红楼梦》的作品，
此次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蒙陪读

〈红楼梦〉》，采用一百二十回足本“程甲
本”为底本，由著名红学家冯统一先生点
校，作家王蒙点评，著名红学家冯其庸作
跋，作家贾平凹题字。全书集合了王蒙
先生多年评点《红楼梦》的心得、体会，以
点校结合、“评点陪读”的方式，与广大读
者见面，也是由王蒙增补百余条评点之
后的最新版本。

王蒙说，仔细看的人可以看到，“我
每五六年对《红楼梦》有哪些感受、看法，
哪些看法是原来没有的、哪些是有调整
的、和原来的看法有变化的。如果有人
有兴趣是绝对能看出来的。”

大咖现场站台
为王蒙先生点赞

李敬泽在台上发言认为，王蒙陪读

红楼梦，“是再合适不过的。他已经出
过多个版本。我准备把他出过的多个
版本都买来对比细读。看看王老师到
底这些年读红楼每年都又有哪些新的
观点。”

李敬泽说：“王蒙爱读《红楼梦》，《红
楼梦》是一本最经得住读，经得住分析，
经得住折腾的书。阅读《红楼梦》、评点
《红楼梦》已经成为他的生活常态，已经
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红楼梦》是经验的
结晶。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感情经验，
政治经验，艺术经验，无所不备。《红楼
梦》就是人生。《红楼梦》帮助你体验人
生。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
少是活了二十年。”

王蒙说：“读《红楼梦》是一个非常快
乐的事情，我愿意和大家共享阅读《红楼
梦》的感想，不断认识《红楼梦》。《红楼
梦》也是谈人生、谈文化、谈国情、谈历
史。今后每五年我还会出新版。现在我
就可以考虑第五版、第六版，如果我将来
还活着的话。评点《红楼梦》、陪读《红楼
梦》，死而后已。”

如今市面上解读《红楼梦》的人很
多，书也很多。对于年轻人，几十年深入
阅读《红楼梦》的王蒙有哪些建议呢？封
面新闻记者也现场提问王蒙先生，他回
答说，“年轻人愿意去读《红楼梦》，就是
很好的。但《红楼梦》不是一两次就能读
透的。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阅历能读出
不同的东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摄影报道

一年一度的北京图书订
货会1月10日开幕，这是中
国出版界的“风向标”。今年
书展的主题是“迎70年国庆、
出图书精品、促文化强国”，重
点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
年等重要事件，集中展示中国
出版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本次订货会，四川展团
参展图书有6000多种，其中
近年出版的图书2000多种，
各种奖项、入选项目和市场畅
销图书200多种。新华文轩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携旗
下9家出版单位、四川民族出
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西南
财大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
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等四
川主力出版社亮相四川展
位。6000多种图书充分展示

“振兴出版”战略实施3年以
来四川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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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二维码

伊拉克妖人打入“00后”亚洲杯处子球

啧啧！瞧别人家孩子
国足还在靠“老炮儿”

抢断后卫得手，禁区弧顶摆脱防守，一
记漂亮的抽射打进，1：1。1月8日晚的亚
洲杯小组赛上，这粒扳平比分的进球，让伊
拉克的小将穆罕默德·阿里成为亚洲杯史
上首位进球的00后。最终，伊拉克队成功
逆转比赛，并以3：2绝杀越南队，赢得了本
届亚洲杯开门红。

一天后的1月9日晚，年仅20岁的
日本超新星堂安律，背对球门一个漂亮
的翻转、拔脚，皮球直奔球门远角而去，
堂安律也就此成为日本队亚洲杯历史上
年龄最小的进球者。日本队最终也以相
同的3：2击败了异军突起的土库曼斯坦
队，同样赢得了本届亚洲杯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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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对阵菲律宾
中国队稳字当头

“评点红楼，死而后已”
李敬泽刘心武现场点赞

85岁高龄的王蒙（中）在新书发布会上，与刘心武（左）、桂晓风合影。

伊拉克00后小将穆罕默德·阿里已能担起国家队进球重任。

日本队小将堂安律（前）在亚洲杯
已经收获一个进球。

国足要想拿
成绩，里皮也只
有依靠老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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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超新星堂安律
他是闪耀欧洲的荷甲新秀

两个多月前，《法国足球》公布了
2018年首届科帕奖10人候选名单，一位
亚洲球员的名字和姆巴佩一起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里。堂安律，年仅20岁已经
是日本上下备受瞩目的超级“新星”。

1月9日的阿布扎比，第一次代表国
家一队出战国际比赛，堂安律就创造了
一项新的记录，日本队亚洲杯历史上年
龄最小的进球者。

是役，半场0：1落后土库曼斯坦，对
于堂安律来说，开局难言美妙。上半场
正是因为他的一记传接失误，才间接造

成了阿马诺夫的远射打破权田修一的
十指关。易边再战，也许是受到老大哥
大迫勇四分钟连追2球的鼓舞，堂安律
用一记漂亮的进球完成了自我救赎。
下半时第26分钟，堂安律在禁区内接到
南野拓实的直塞，一个巧妙的马赛回旋
摆脱防守球员，随后打门打在防守球员
身上折射建功，将比分扩大为3：1。整个
过程，20岁的年轻人一气呵成，动作娴
熟，可谓精彩。

堂安律出生于1998年，曾效力于日
本大阪钢巴足球俱乐部，以16岁11个月
18天打破了宇佐美贵史保持的队内最
年轻出场纪录，也入选了2015年《卫报》
评选的50大妖人。

从大阪钢巴队转会到荷甲联赛之
后，堂安律向欧洲人展示了他灵动的脚
下技术，仅仅半个赛季就彻底征服了球
队。2017~2018的下半赛季，堂安律为
格罗宁根队带来了9球3助攻的成绩单，
据传言，已经有欧洲球队向他抛出了橄
榄枝。

不论是阿里，还是堂安律，这些冉
冉升起的新星总会让人联想到在俄罗
斯世界杯上风驰电掣、将梅西甩在身后
的姆巴佩，这个将C罗海报贴在墙上的
少年，已经一跃成为欧洲身价第一人，
远远将他的偶像甩在身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雨恒

亚洲杯小组赛首轮已经战罢，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各种优异的表
现，反观咱们“顽强”的国足，依靠

“福将”大宝的制胜进球艰难地战胜
吉尔吉斯斯坦，30岁的“老炮儿”炸
响的确让人放心，可亚洲杯上的“姆
巴佩”们已经冉冉升起，的确也令我
们羡慕。

伊拉克新10号阿里
他是亚足联十大希望之星

还记得2007年7月29日，印度青
年体育场，一位身着10号球衣的年
轻人从后点插上，在球门前高高跃
起，头球破门，打破了场上79分钟的
僵局。也正是凭借这粒进球，饱受
战火摧残的伊拉克完成了足球史上
的一次奇迹。

12年后，曾经的英雄已经“归
隐”，新的“侠客”正在成长，这个和拳
王阿里有着同样姓名的00后少年，接
过了10号战袍，在自己的亚洲杯首秀
上独造两粒进球，帮助球队逆转越
南。

在亚足联评选的“十大希望之
星”中，伊拉克00后小将穆罕默德·
阿里赫然在列，身高1.82米的他拥有
惊人的弹跳力和爆发力，速度快，门
球嗅觉灵敏，擅长头球。

2000年6月20日，阿里出生于伊
拉克首都巴格达，13岁时就与伊拉
克警察俱乐部签下了一纸5年的合
约。2015年，阿里代表球队出战的
第二场伊拉克超级联赛中，他用一
粒头球攻入了自己的一线队处子
球。此时的阿里才刚刚度过15岁生
日。

2016-2017赛季，阿里被租借
到阿尔卡拉巴足球俱乐部，效力阿
尔卡拉巴期间，阿里在30场比赛中
打入12球，成为球队头号射手。随
后，在2017-2018赛季，回归警察
俱乐部的阿里在30场联赛中打入
17球，帮助球队联赛高居第4。凭
借着早早显露的天赋，他也顺利地
被国家队招入麾下，而他的表现只
能用惊艳来形容。

2018年2月，在对阵沙特阿拉
伯的友谊赛中，阿里攻入自己的国
家队处子球并完成梅开二度。截
至目前，在为伊拉克国家队出战的
11场比赛中，阿里已经贡献7粒进
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