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皮很开心
“前锋线上，我们有武磊和艾克森”

5：0 的一场大胜让里皮很开
心！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里皮
说：“当然，我们获胜了。不过，我更
关注团队的整体表现。艾克森在比
赛最后阶段进了两个球，他的状态在
逐渐回升。”

全场比赛，中国队基本掌握了场
上的主动，5：0的比分也说明了这一
点。对此，里皮说：“我们专注于比

赛，我对队员们的专注度和斗志都很
满意。我们没有轻视对手，这会使得
我们更强大。现在只是第一场比赛，
因此进多少球都没有太大意义。我
们应该开始准备下面的比赛，去拿到
更多的分数。”

对于锋线的攻击力，里皮给予了
充分的肯定。他说：“最近两场比赛
我们都进了不少球，包括此前同缅甸
队的友谊赛，我们也进了4个球。前
锋线上，我们现在有武磊和艾克森，
他们的配合很默契。”

在评价马尔代夫队的时候，里皮

认为本场比赛主队没有表现出太多
的求胜欲望。“其实，马尔代夫队有很
多脚法不错的球员，他们也很努力。
不过，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提高应该
是整体的，包括联赛的水平和国家队
的水平。我很高兴，中国队的队员们
没有低估对手，这让我们得到了很好
的结果。”里皮说。

艾克森很嗨
“进球一个献给父亲，一个献给母亲”

客场和马尔代夫这场40强赛首
战，对于艾克森来说注定创造历史，
完成所有入籍手续的他，终于迎来了
代表中国队的首场比赛。

演奏国歌仪式上，艾克森高唱国
歌，有网友评论道：口型还算靠谱。此
前据媒体报道，艾克森这段时间一直
在学习中文并学唱国歌，他曾把国歌
下载到手机中，休息时便边听边学。

本场比赛，里皮安排艾克森和武
磊、杨旭组成三叉戟，杨旭居中打中
锋，艾克森和武磊经常换位，而在韦
世豪换下杨旭后，艾克森又顶到了中
锋位置。整场比赛艾克森非常努力，
他上半场还因为防守中一次拼抢吃
到黄牌。

艾克森错过几次机会后终于在
比赛收官阶段迎来爆发：韦世豪突破

创造点球，艾克森冷静命中；随后韦
世豪左路突破后横传，艾克森禁区中
路推射将比分锁定为5：0，在代表中
国队出战的第一场比赛，艾克森就打
进了两球。

比赛结束后，艾克森和替补出场
的李可特意来到场边与球迷互动，两
人身披五星红旗谢场。广州恒大主帅
卡纳瓦罗也晒出了艾克森点球破门瞬
间，同时恭喜他创造历史：干得不错！

而艾克森也成为国足本场比赛
最热门的话题，“艾克森”唱国歌和

“艾克森国足首球”都在比赛中第一
时间上了微博热搜。

“今天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的一
天，感谢所有的人，很多球迷发来信
息，表达对于我的喜爱，谢谢他们，感
谢队友给我的帮助，感谢教练组给我
的帮助。”

赛后接受采访时，艾克森透露自
己的父母都来到现场观看了自己代
表中国队的第一场比赛，“两个进球，
一个献给父亲，一个献给母亲。”

“我们在比赛中踢出了教练的要
求，今天的比赛，我们赢得非常漂
亮。”艾克森认为，球队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专注训练，“像今天一样，好好去
踢好比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比
较远，我们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走
下去。”

综合新华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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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卡塔尔
世界杯预选赛第一场
比赛，中国队在客场
马累以5：0击败马尔
代夫，赢得开门红。

第一位无血缘
归化球员艾克森首
发出战，他在比赛最
后时刻打进两球，这
一场比赛，注定将载
入中国足球历史。

而艾克森高唱
国歌的画面，也在中
国球迷心头久久不
能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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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CBA新赛季临近，各支球队外
援已经到了归队和全队磨合的时
候了，据消息人士透露，刚刚结束
世界杯征程的伊朗球员哈达迪无
限接近与CBA四川男篮签约。

作为伊朗队的绝对核心，哈达
迪也是中国队的老对手了，过去长
期被中国队压制，结果今年篮球世
界杯的比赛，他率领伊朗队取得与
中国队同为2胜3负的成绩，并且
在得失分上高出中国，帮助伊朗男
篮获得了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参
赛资格。这是伊朗男篮第三次打
进奥运会，他们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是在1948年，最近的一次则是在
2008北京奥运会。

而对于中国篮球和球迷来说，
无缘奥运会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结
果，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在这届篮
球世界杯上，伊朗确实是表现最好
的亚洲球队。本届世界杯，哈达迪
场均得到14.6分10.8篮板，堪称全
队的“定海神针”。在排位赛对阵
菲律宾的关键比赛中，哈达迪在只
打了21分钟的情况下，11投8中，
得到19分7篮板2助攻2盖帽的数

据，当选本场MVP的同时，并获得
亚洲唯一一个直通东京奥运会的名
额。哈达迪将再度登上奥运会舞台，
34岁的他仍堪当“亚洲第一中锋”。

不可否认，哈达迪岁数大了，
体能也跟不上了，但如果是打阵地
战，哈达迪仍是一把好手。此外，
他曾在15-16赛季帮助四川队夺
得CBA总冠军，个人也荣膺了总决
赛最有价值球员奖，对四川比较熟
悉，不存在磨合和融入的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男篮上赛
季11胜35负排名CBA联赛倒数
第四，并不具备三外援资格，如今
他们已经签下了杰里·贝勒斯和马

齐·兰佩，签下哈达迪有两种可能
性，一是兰佩有伤，需要哈达迪暂
时顶替，第二就是四川也学其他
CBA球队储备三外援资格，看谁的
状态好就让谁上。

事实上，无论最终川军能否再
次与哈达迪重续前缘，就CBA本土
内线而言，哈达迪“回归”CBA后与
之对位，仍是CBA一个较大的看
点，周琦和王哲林在雅加达亚运会
上与哈达迪有过交手记录，如今还
要向这位“亚洲第一中锋”讨教，而
阿联和哈达迪更是死对头，这一对
冤家的恩恩怨怨，都是CBA新赛季
值得期待的看点。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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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9月11日，据外媒曝
料，哈达迪新赛季将重返四川队。

哈达迪今年 34 岁，在 2019
年男篮世界杯上，哈达迪场均可
以得到14.6分10.8篮板，帮助伊
朗队以亚洲头名的成绩拿到了
直通东京奥运会的门票。

2015-16赛季，哈达迪曾作
为亚洲外援帮助四川队夺得CBA
总冠军，夺冠赛季，哈达迪场均
可以贡献19.9分11篮板5.2助
攻1.1抢断1.9盖帽。

此前，四川队已经签下了大
外援兰佩和小外援贝勒斯，难道
川军新赛季将储备三外援？

梦之队凉了！
美国79：89法国止步八强

北京时间9月11日，男篮
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梦之队”
美国男篮惨遭爆冷，以79：89不
敌法国队，止步八强。其世界
大赛上的48连胜也就此终结。

此役，法国队戈伯特拿下
了21分 16个篮板，福尼尔22
分，尼利基纳 11分，德·科洛
18 分。而美国队方面，米切
尔拿下了29分、5个篮板和4
次助攻，沃克 10 分，斯玛特
11分。

本届世界杯，美国队虽仍
是一如既往的夺冠大热门，但
得分能力一直不强，平均每场
只有85分左右。这场四分之
一决赛，他们外线手感一般，得
分能力更差。虽然上半场两队
命中率差不多，美国为47%，法
国为45%，但三分球方面，美国
队仅11投3中，法国队则11投
5 中。结果美国队上半场以
39：45落后。

第三节，美国队调整阵容，
撤下了特纳，开始打小个阵
容。这次调兵遣将取得了效
果，米切尔和米德尔顿相继命
中三分，而在防守上，美国连续
3次抢断得手，打也一波17：7
后，将比分扳成了 60 平。随
后，法国命中率下降，戈伯特也
下场休息，美国将比分超出，以
66：63结束前三节。

第四节，美国队一度以74：
67领先7分，但法国队重新找
回了进攻感觉，戈伯特篮下得
手，尼利基纳命中三分，法国队
回敬了美国队一波16：2，在比
赛还有2分钟时重新取得83：76
的领先优势。最终，美国队在几
次莫明其妙的失误后，葬送了最
后的机会。

综合

国际排联开出罚单
不准“拉眼角”！

国际排联9月11日消息，国际排联纪律小
组针对奥运资格赛中美“拉眼角”的歧视动作开
出罚单——阿根廷男排国手佩雷亚和克雷尔被
禁赛三场、上海男排前外援孔蒂由于主动道歉
被禁赛两场，阿根廷排协被开出15000瑞士法
郎的罚单。此外，俄罗斯女排的意大利外教布
扎托同样是国际排联禁赛两场。

这一事件发生在上个月的东京奥运会男排
预选赛，这是北仑站F组备受争议的歧视庆祝
动作事件，中国男排最终鏖战五局以2：3惜败
阿根廷无缘直通东京。身为上海男排前外援的
阿根廷当家球星孔蒂，由于得意忘形在赛后大
合照环节做出“拉眼角”的庆祝动作，这一歧视
亚洲人的争议动作受到不少球迷的痛斥。

随后，孔蒂通过上海男排前队友试图做出
解释，并迫于外界压力通过社交平台发文道歉，

“我向感到不被尊重的中国球迷们道歉，这个变
成日本人的庆祝动作是想表明我们晋级奥运
会，并没有一点不尊重中国或者日本的意思。
我对于自己的这一行径表示抱歉，我在上海男
排效力了两个赛季的排超，永远不会忘记队友
们和睦的朝夕相处……”。

最终，国际排联纪律小组通过官方网站做
出处罚决定，赛后主动道歉的上海男排前外援
孔蒂被禁赛2场，佩雷亚和克雷尔被禁赛3场，
这三场比赛将在9月11日开启的2019年男排
南美洲锦标赛实行。同时，国际排联还对阿根
廷排协开出15000瑞士法郎的罚单。

同样遭遇处罚的还包括俄罗斯女排助理教
练布扎托，这位意大利外教在女排奥运会预选赛
加里宁格勒站，同样是做出“拉眼角”的歧视庆祝
动作被国际排联禁赛两场。而更早在韩国进行
资格赛的塞尔维亚和比利时女排，也曾经集体做
出“拉眼角”的歧视动作，不过却逃过国际排联的
相应处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中国足协：
亚洲杯承办地10月底确定
中国足协网站11日下午发布公告称，亚足

联与2023亚洲杯筹备工作办公室组成考察团
分赴北京、上海、广州、大连等18个申办城市进
行了考察。

本次考察工作是在亚足联的指导下，以“专
业场馆建设”“青训发展推动”“足球发展指标”

“城市综合实力”共4项主要指标作为城市遴选
的核心评估标准。

目前遴选考察工作已结束，亚足联和2023
亚洲杯筹备工作办公室将根据此次考察情况，
统筹考虑各申办城市的基本条件和足球事业的
总体发展布局，计划于10月底前确定亚洲杯承
办城市。 综合

里皮（右一）与教练组成员在比赛中。

面对同组的弱旅马尔代夫队，中国男
足国家队在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首战中，
无论比赛过程还是结果，都踢出令人眼前
一亮的效果。为冲击卡塔尔世界杯打响

“开门红”的同时，也为全队继续磨合阵容、
迎接随后漫长征程的真正考验赢得信心。

回顾比赛，国足本场一大亮点是，在
攻防两端明显提速，观赏性也随之提升，
这既反映了主教练里皮要让全队用速度
和冲击力冲垮对手的战术意图，也展现了
新一届国足在比赛态度、专注度和战术执
行力上令人肯定的进步。

作为归化国脚，艾克森本场表现可圈
可点。他在锋线上出色的护球能力、传切
配合意识以及个人突破能力，成为强化国
足锋线的重要一环。但值得一提的是，
从首场比赛看，国足队员都发挥出了各
自应有的水准，并没有在进攻特别是进
球上过多依赖艾克森，这使得全队攻势
更加灵活流畅，也让实力不在一个层次
的对手难以防范。在国足最需打开局面
的上半场，是吴曦和武磊的关键进球，为
全队奠定胜局。

考虑到接下来同组中还有叙利亚这
样强硬的对手，艾克森一定会被对手重点
盯防。因此，国足需要让这位强力前锋继
续融入全队进攻体系，充分发挥其激活前
场的作用。

在今年年初的亚洲杯上，国足因年龄
结构上更新换代较慢，暴露出速度和冲击
力的不足。而里皮再度出山、重新接手球
队后，可以看出正在为球队的“换血工程”
做出努力。

后防线上，“00后”国脚朱辰杰获得首
发机会，与张琳芃搭档中后卫，获得宝贵
的大赛经验。此外，一直被寄予厚望的

“95后”球员韦世豪和姚均晟、正处于生涯
“黄金年龄”的26岁的归化球员李可，也在
本场获得上场机会。

本支国足中，技术型中场蒿俊闵、吴
曦目前看将成为球队核心，再加上郑智继
续发挥老将作用，可以看出里皮正在全力
磨合“老中青”三代国脚，以选出经验、天
赋和冲击力兼备的最强阵容。这也是球
队在本届世预赛中一个重要的战术考虑。

最后理性来看，“开门红”固然可喜，
但卡塔尔世预赛是一个漫长的征程，国足
在开了一个好头后，仍要在进攻三区略显
不足的地面推进和渗透能力、进攻手段丰
富、中后场应对强队的紧逼以及门前把握
机会上，再进一步提升。里皮对此也看得
很清楚，他再次提出球队精神面貌、比赛
态度和专注度的重要性，而这也是国足能
否如他所言变得“更为强大”的关键所在。

据新华社

里皮：相信国足会更强大
艾 克 森 已 进 入 状 态

“开门红”后的冷思考
真正的考验还未开始

他刚率队“挤掉”中国男篮获奥运资格

外媒爆料：哈达迪要重返CBA
传四川队将豪组三外援备战新赛季

一天
的特别

国足新气象，并没有过多依赖归化的艾克森（左三）。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