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7月17日，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暨40
强赛分组抽签仪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举行，作为第一档球队的中国男足抽
中上上签，进入A组，与叙利亚、菲律
宾、马尔代夫、关岛同组。

40强赛的抽签规则是，亚足联按
照6月末国际足联新一期的排名，将
40支球队分为5档，每档各8支球队，
每一档分别抽出一支球队，总共5支球
队组成一个小组。

为了保住前8的种子球队身份，中
国队也是用尽洪荒之力。年初，中国
队在亚洲杯打进8强对于亚洲种子排
名是个利好，但在3月举行的中国杯，
中国队分别在两场比赛中负于泰国和
乌兹别克斯坦，两战丢掉约12.2个国
际足联积分。与此同时，排名第九的
伊拉克队紧追不舍，凭借两场比赛的
胜利将国足的积分差距，由原来的29
分缩小到了7.1分，一度乐观的形势骤
然起了变化。

为保住种子队资格，国足临时调整

了6月热身赛的对手，将原来受邀的澳
大利亚队和朝鲜队，换成了菲律宾队和
塔吉克斯坦队。里皮回归让中国队信
心大增，中国队在6月6日和11日两场
比赛中全部获胜，一举锁定了亚洲第8
的位置，而伊拉克队以18分之差位列
亚洲第九，只能位居第二档席位。

拿到了关键的亚洲第八位，中国
队在40强抽签中可谓赢了一半。我
们得以避开伊朗、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这7支

强队，进入死亡之组的概率大为减少。
本次抽签仪式，抽签的嘉宾是澳

大利亚明星球员卡希尔，他的手从第
一档玻璃缸里掏出第一个球，打开就
是中国队，现场的中国队代表也露出
了比较满意的笑容。

毕竟，A组里面叙利亚和菲律宾
都是中国队熟悉的球队，被称为“全归
化”球队的菲律宾此前在亚洲杯小组
赛相遇，中国队轻松地 3：0 完胜对
手。而叙利亚的回忆则不太美好，
2017年的世预赛12强赛中，中国队在
开场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两球，眼看就
将取胜之际，中超外援萨利赫在补时
第3分钟用一脚任意球扳平比分。从
结果倒推过程，国足最终距离2018世
界杯可能就在这场平局，马六甲之殇
难以忘却。本次世预赛，中国队可能
最需要提防的对手就是叙利亚。

余下马尔代夫和关岛没有太多可
说，上一届世预赛中国4：0击败马尔
代夫，姜宁上演帽子戏法。中国和关
岛的上一场交锋是2000年亚预赛，国
足19：0狂胜对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卡希尔将中国队抽入A组。 新华社发

感谢卡希尔幸运之手

国足，上上签！

2022年世界杯亚洲40强赛分组抽签落定

B 组

澳大利亚、约旦、中国台北、
科威特、尼泊尔

C 组

伊朗、伊拉克、巴林、
中国香港、柬埔寨

A 组

中国、叙利亚、菲律宾、
马尔代夫、关岛

D 组

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
巴勒斯坦、也门、新加坡

日本、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缅甸、蒙古国

F 组E 组

卡塔尔、阿曼、印度、
阿富汗、孟加拉国

G 组

阿联酋、越南、泰国、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H 组

韩国、黎巴嫩、朝鲜、
土库曼斯坦、斯里兰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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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读者提交报名资料之
后，主办方将发送短信确认
报名成功，届时请接到通知
的读者凭短信入场。

1

2

已下载封面APP的用户可直
接打开点击主页右上角“个
人头像”→“封蜜 CLUB”→

“名人大讲堂”传习志愿者
报名通道/观众报名通道进
行报名。

未下载封面 APP 的用户，
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
报名。

报名时间：

2019年7月15日—7月19日17点

报名方式：

7月5日成超联赛出现球员殴打
裁判的恶性事件，打人球员最终被拘
留十天，并遭到成都足协处罚。中国
足协17日对几名球员及所在俱乐部
进行追加处罚，5名球员被全国终身
禁赛，其中3名青训教练被取消执教
资质，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被
取消中国足协社会足球品牌青训机构
称号。对此，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
乐部表示，对“摘牌”青训机构持有异
议。

7月17日，中国足协根据成都足
协报告，对该事件进行了追加处罚，作
出三条处罚决定。一是同意成都足协
对该起违纪违规事件的处罚意见，并
将成都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及廖
勇、冯亚峰、刘安涛、刘仕豪、雍家龙
等5名球员的处罚（含停赛、禁止参加
足球活动等）范围扩大至全国，列入全
国业余赛事违规违纪黑名单。二是取
消原持有中国足协D级教练员证书的
廖勇、刘安涛、刘仕豪等3人的教练员
执教资质。三是取消成都胜利十一人

足球俱乐部的中国足协社会足球品牌
青训机构称号（连续3年不得参评）。

对此，胜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董
事会成员李游川接受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足协的

“取消中国足球协会品牌社会青训机
构称号”这项处罚，俱乐部持有异议，

“打人的几名球员虽然也在俱乐部带
青训，但俱乐部本身在青训方面并没
有任何过错”，对此，将通过正常渠道
维护俱乐部的权益。

“取消中国足球协会品牌社会青
训机构称号”对俱乐部影响有多大？
以后这家俱乐部还有资格做青训吗？
成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块牌子
是中国足协2018年颁发，目前在成都
有5家，今年有几家还在申报，摘掉胜
利十一人足球俱乐部这块牌子，并不
代表取消该俱乐部青训资格，他们还
是可以继续做青训，摘掉这块牌子的
影响主要是看俱乐部所在区域的学校
会不会再和俱乐部继续合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羽啸

在十位首批四川历史名人中，提到
李白，人们会吟诵起“举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提到杜甫，人们会想起这位诗
圣身处颠沛流离却仍然心系苍生；提到
苏轼，除了想起他留下的千古名篇，还有

“东坡肉”、“东坡肘子”。但是提到大禹，
在“大禹治水”之外，人们知之甚少。作
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中距今最为久远的
一位，大禹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功绩与
故事呢？

7月22日晚7：30，由实施四川历史
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封面新闻、华
西都市报）承办的“名人大讲堂”，将迎来

“大禹月”。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研究员段渝，将登上“名人大讲堂”，为
大家解读夏朝的开国天子大禹的一生。

段渝谈到，在近几年的学术圈中，对
大禹的这个人物是否存在，一直是有些

争议的。甚至有些学者提出了“否定大
禹说”，认为其只存在传说记载之中。
但段渝对此持反对的观点，他表示，无
论从文献记载还是出土的物证上来看，
大禹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可考的。

与此同时，段渝还谈到，历史上闪
耀的“大禹精神”不仅是四川人民精神
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其
实不管在东西方，都有关于洪水的传
说，但是面对洪水的态度却各不相同。
我们中华民族有‘大禹治水’的故事影
响后代深远，西方则有‘诺亚方舟’的传
说。”段渝表示，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
同。西方传说中，“诺亚方舟”的存在是
当时诺亚为躲避洪水而制造出了这艘
大船，而“大禹治水”，选择了直面治理滔
天洪水，勇敢地同自然作斗争。“一个是

‘避洪’，一个是‘抗洪’。所以说大禹精
神是咱们中华民族的精神的象征，代表
了艰苦奋斗。”

7月16日，由成都博物馆
联合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四川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共同主办的“万物熙攘：第54届
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展”在成都博物馆
三层临展厅举行。

展览自开放以来，除了顶级的摄
影作品打动人心，极富创造性的文创
产品也吸引着观众。从书签、冰箱
贴、笔记本到充电宝，这些精美的产
品设计多样，或呆萌可爱，或简洁高
雅，一位前来看展的观众表示，“本来
只是来学习，现在想剁手买东西。”

“扑通熊猫”源自封面记者作品

此番推出的文创产品中，“扑通
熊猫系列”分外可爱，呆萌滚圆的熊
猫四脚朝天，被做成笔记本、文件夹、
帆布袋、丝巾等产品。“滚滚”四只小
脚举在空中，让人觉得无比熟悉。据
介绍，这个系列正是来自封面新闻记
者风靡全球的摄影作品。

2016年，23只熊猫宝宝集体亮
相时，封面新闻记者张磊捕捉到一只
不慎摔下舞台的熊猫宝宝，画面充满

喜感。这张照片曾入选了路透社
2016年度图片，被美国《时代周刊》评
为年度动物照片。

四川文传公司选用这张照片，请
设计师以原片做成插画，命名为“扑
通熊猫”，以拟声的方式定格熊猫的
瞬间动作，让人过目不忘。

据悉，作为四川文化传播公司的
“头牌系列”，产品在今年5月推出了
2.0版本，将黑白设计的小熊猫设计
成更丰富的颜色。在成都博物馆的
展厅里，便可以看到已经升级的绕圈
笔记本、便携口袋本、袜子、杯子等产
品，鲜艳颜色广受好评。

把“野生动物”带回家

展厅还能看到不少野生动物的
相关产品，如以海豚、斑马、火烈鸟等
动物为主题，做成的冰箱贴、书签、签
字笔、明信片、文具盒等产品，感觉能
把整个展览搬回家。据介绍，这些产
品都是以摄影图片为原型，与专业的
厂商定制还原。其中文具盒版本调
整数次，最终呈现3D的效果。

“野生动物系列”正是配合这次
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展上线，整个系列
面向自然保护，突出了人与动物和谐
美好共生的主题。

此外，作为文旅名片的“三九大
系列”，也巧妙应用了契合展览主题
的元素。作为四川最具代表性的三
张名片，三星堆、九寨沟和大熊猫是
文旅产品的顶级IP。

尤其吸引眼球的有两款产品，其
一是款精装笔记本，布艺精装硬壳包
装，有腰封护体，内页插画请了专业
设计团队，经过多次反复修改。最终
呈现的这本“和谐共生有内涵”的产
品，绝对是“买了舍不得用”系列，更
是送礼的精致首选。另一款是充电
宝，设计格外简洁，烫金做成的

“SANJIUDA”标示，搭配呆萌的熊猫
背影。别看充电宝特别轻便小巧，容
量足有一万毫安。

精美又实用，大概是这次展览上
的文创产品广受欢迎的因素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薛维睿

摄影展上精美的文创产品

中国队领队刘殿秋在抽签仪式后
表示，对抽签结果满意，中国队一直在
持续关注叙利亚、菲律宾等对手情况。

刘殿秋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40强
赛抽签仪式可以说是中国队备战世界
杯的一个重要节点，总体来说对抽签结
果比较满意。在他看来，抽签的焦点主
要集中在第二档球队上。“A组这个签，
从我个人来讲，我欣然接受，还是可以
的。”

他说，中国队和叙利亚队有过多次
交手，也比较了解，目前有专业团队正
在采集信息，对其进行更细致的备战研
究。他提到，由于中国队与叙利亚队的
比赛时间相对靠后，意味着有更多的时
间进行研究，围绕比赛制订备战方案。

作为种子队，中国队在40强赛首

轮轮空，首场比赛将在9
月10日举行，距今不
到两个月。刘殿秋
表示，中国队的备
战“早已启动”，
在抽签前提前准
备了预案，之后将
结合抽签结果丰富预
案，请球迷们放心。

对于菲律宾队正在
归化新球员的传闻，刘殿秋
表示已经注意到了。他说，菲
律宾刚刚更换了主教练，不久前
在广州跟恒大预备队打过比赛，带
来了不少球员，但现阶段大多数潜在
归化球员还不具备上场比赛资格。

据新华社

● 40 强赛将于 2019 年 9 月 5 日
至2020年 6月 9日之间举行，采取主
客场循环制。由于每组包括五支球
队，每轮都会有球队轮空。其中，包
括中国队在内的小组种子球队将在
第一轮和第六轮轮空。

● 40强赛中八个小组头名和四个最
好成绩的小组第二名共12支球队将晋级
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三轮、即12强赛。

● 40 强赛同时也是 2023 年中国

亚洲杯的预选赛，晋级12强的球队将
获得参赛资格。鉴于此，2022年世界
杯东道主卡塔尔参加40强赛以争取
亚洲杯参赛资格，但如果跻身12强将
不会参加12强赛阶段的比赛，而是由
成绩第五好的小组第二名取代参加。

四十强赛赛程赛制

“名人大讲堂”迎来“大禹月”

快来报名！
听知名学者段渝妙解“大禹精神”

国足首战9月10日
领队刘殿秋：抽签很满意备战已启动

逛完成博全球顶级野生动物摄影展

这些文创产品
直让人想剁手买买买

中国足协追加处罚
成超群殴裁判者
涉事俱乐部对“摘牌”持异议

作为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品牌文化活动之一，“名人大讲堂”公益
活动立足学术、着眼传承，每月设置一位
四川历史名人“主题月”，邀请国内知名专
家学者，以“名家讲名人”专题讲座的形
式，围绕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葛
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慎10位
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化的核心理念、传统
美德、人文精神等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述阐
释，生动活泼地展现历史名人所承载中华
精神、优良美德的时代价值。

本次活动，仍旧延续以往的方式，向
社会征集200名现场观众（以最终主办方
电话或短信通知为准），以及4名年龄35
岁以下、对大禹颇有研究的青年才俊作为
历史名人文化传习志愿者参与讲座，他们
将有机会在现场聆听段渝的讲座，共同分
享历史名人文化对延续巴蜀文脉的心得
体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知名学者段渝

天府名人堂·文化传习季
四 川 历 史 名 人 文 化 传 承 创 新 工 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