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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帅登台

曼联主场40横扫诺维奇，曼联临时主帅
吉格斯迎来完美首秀，而牛津大学的心理学教
授彼得·科莱特表示吉格斯的肢体语言出卖了
他，不时深呼吸和舔嘴唇表明执教红魔第一场
比赛时吉格斯“充满焦虑和担忧”。

“有时候他深呼吸一把，就像他感觉到了
责任重担，”科莱特表示。“另外，有迹象表明他
很担忧。他咬了下嘴唇两次，这是自我约束的
行为，确保他不会说出不该说的话。但最明显
的还是他舔嘴唇，采访时他舔了15次。我认
为他的嘴唇干涩，因为内心深处他相当焦虑。”

科莱特称赞吉格斯在首秀中表现还算从
容，但他仍然担心要接受世人的评判。科莱特
称吉格斯的眼神也说明他倍感压力：“他的眼
睛扫向四周。人的眼睛不停转动有两个原
因。他的眼睛密切关注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
威胁从哪里来。” 王文

丹尼不仅没有祝福儿子执教曼联，反而大骂他懦夫骗
子。而吉格斯的弟弟罗德里由于和吉格斯的私人恩怨，直
言他不是好哥哥和好丈夫，但却是一名好教练。

“我曾对他恨之入骨，但仇恨已经烟消云散，继续我的
生活。他是个垃圾般的哥哥，还是一个垃圾不如的丈夫，
但我认为他是曼联帅位的完美人选。曼联任命他是不错
的选择，令人兴奋，4:0证明了这点，我为他高兴。”当然，本
赛季吉格斯还要接受3场联赛的考验，罗德里提醒他：“他
得做出困难的决定，比如不让某些球员登场。”

吉格斯和娜塔莎偷情的丑事曝光后，他成功挽回了和
妻子的婚姻，而罗德里已经和娜塔莎离婚。罗德里是FC
UNITED的一名半职业球员，他表示：“我现在喜欢看吉格
斯的比赛，因为我知道他正脱发，而我的头发还在。”李文

作为曼联队史出场纪录保持者，“常青树”吉格斯在世
界足坛享有极高的地位。不过，与弟媳娜塔莎保持8年的
地下情，让他名声扫地。都说时间能冲淡一切，如今，当大
家逐渐忘却吉格斯的这段黑暗过去时，他的老父亲出面拆
台。

曾当过橄榄球运动员的丹尼，在接受《太阳报》采访时谈
起自己的大儿子依旧愤愤不平，“他去开一间澡堂我都信不
过他，更何况是执教曼联。要想成为一名教练，你必须得让
人信赖。我不知道，在他对弟弟做出那些事后，曼联球员如
何相信他。判断一个人的德行，就得看他做了什么。”

实际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丹尼甚至都不愿意提及
吉格斯的名字，更多时候他是用11号来代替，“我甚至都不
想说出他的名字，这是一件让我很丢脸的事。人们都不敢
相信，瑞恩居然还没给罗德里道歉，他已经从英雄沦为了
一个零。别人告诉我瑞恩成为曼联主帅了，我的第一反应
是，往后我不得不在电视上看到他阴险的面孔了”。

曼联 40
大胜诺维奇，
吉格斯的执教
首秀赢得满堂
彩。不过，在
业界齐齐称颂
吉 格 斯 的 时
候，威尔士人
的父亲却出面
给 儿 子 泼 冷
水，他表示，曾
经与弟媳偷情
的吉格斯，何
以赢得曼联球
员的信任？吉
格斯父亲丹尼
接受了《太阳
报》的采访，他
大骂吉格斯是
骗子，爱撒谎，
不 配 执 教 曼
联。

他不配执教曼联!

曼联获得大胜，几乎没有人还会念及莫耶
斯。不过，上周五，曼联出战诺维奇前一天，狗
仔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再次发现了莫耶斯的
身影。当时，莫耶斯刚下飞机，正和太太帕梅
拉一起推着行李箱走出机场。

颇为值得玩味儿的是，莫耶斯两口子这一
次选择的度假地迈阿密地处佛罗里达州，这里
恰好是曼联老板格雷泽家族的“老巢”所在
地。莫耶斯被格雷泽解雇，他也丝毫不避嫌。
这心态这气度，真心不错。 吴文

弟弟:不是好哥哥但会是好教练

父亲：说出他的名字就觉得丢脸

工商咨询

●低快10万-2亿13526626508
●低价注册增资15729360056
●低价注册增资15937198373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代办公司、记账18539578966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记账免费工商13083606936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环评●QS证快办15638831688
●工商一般纳税人55962279
●医疗器械 一般纳税 工商

记账13838389446法律咨询

●低价审计13592422238
●◆工商注册13007501387◆
●投资资产管理13043013039
●工商税务咨询15136275058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代办公司上门服务63290028
●500元起代办公司86107188

●免费注册公司记账86107088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工商注册13253362163王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公司注册 15538353567
●10万-2亿注册增资86540079
●QS、工商快办13027740569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工商注册年检增资60583056
●专办投资资产15237169522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公司●代账15639766279
“资质█专办”
房建●装饰●环保 55812059
水利●防腐●门窗 55812060
机电●防水●通信 55812061
市政●园林●送变电 55812062
公路●幕墙●钢结构 55812063
矿山●照明●房地产 55812064
各类资质升级、增项 55812065

专业、快捷、高效、诚信

“总承包专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水利/矿山/机电：66039877
装饰/防水/防腐：66039788
劳务/钢构/桩基：66285267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67
管道/环保/照明：66285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283276
资质办理成功率100%

“专办■资质”
房建●装饰●管道87565689
市政●机电●公路87565690
房产●园林●劳务87565586
钢构●环保●防水87565585
多年专业诚信服务，不成退款！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房产●园林●物业66206288
房建●装饰●公路66282988
市政●矿山●环保66210688
机电●劳务●钢构55828213
防水●防腐●桩基55828353
诚信、专业、高效、速度！

【资质★快办】
房建●门窗●照明53757012
市政●管道●防水53757013
公路●装饰●防腐53757014
水利●园林●环保53757015
矿山●通信●送变电53757016
快办各类二升一资质55827981
各地市资质升级、增项55827992

诚信第一、效率第一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288
钢构◆消防◆电力86099188
机电◆照明◆环保860990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688
13年真诚服务！

【总承包专办】
各市县资质升级增项87090952
二升一资质13007534550
【总承包专办】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房建●市政●公路56755092
房产●装饰●水利56755093
园林●矿山●物业56756382
机电●防腐●钢构56756397
防水●劳务●桩基56756637
承装承修承试
快速专业办理13007534550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63698266
水利●机电●矿山63610399
钢构●照明●门窗63617399
防腐●防水●环保63512977
房地产●园林●物业63637099
土石方●地基●管道63513669
劳务分包●安全证 63512839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快办▲
房地产▲物业▲医疗▲劳务

▲注册公司●快15538198615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86172662
部厅●二升一
房建●公路●市政63838000
园林●钢构●装饰63830333
机电●通信●电力63863366
矿山●水利●环保63858899
13年真诚服务！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86099988
机电●送变电工程86099188
工商资质快办
工商资质记帐13674920877

速办●资质
房建●装饰●环保53310626
水利●公路●门窗53310627
市政●园林●钢结构53310628
全省资质升级、增项53310629
成功率100%！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升级动态

考核，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65901419 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资质工商86560456
资质低价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装修·物业

新办·增项·升级65593711
办资产管理
投资682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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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称哥哥能成为好教练 心理学教授：
吉格斯充满焦虑

莫耶斯已开始度假

旧帅行踪

正风光的吉格斯被老爸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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