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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周期，国足大变脸？
□记者 王玮皓

冲击俄罗斯世界杯失败之后，国足将进入全新的备战周期——2019 年亚洲杯、2022 年
世界杯。目前，年龄老化的国足面临着吐故纳新，而里皮则要利用接下来 3 个月内的各项赛
事，组建一支年轻化的国足，
拉开备战的序幕。

两件球衣都退役
科比成为第一人

未来 3 个月，国足热身赛不断
12 强赛结束之后，主帅里
皮回到欧洲休假，下周里皮返
回中国后，将带领国足开始新
一个周期的备战工作。由于中
超联赛将在 9 月 24 日休战，10
月 13 日重新开战，为了利用好
这个将近 20 天的间歇期，国足
安排了两场国际热身赛。
按照计划，国足将于 9 月
30 日在武汉重新集中训练，随
后 将 于 10 月 5 日 在 武 汉 迎 战
海 地 队 ，10 月 10 日 在 长 沙 迎
战牙买加队。目前，中国足协

官网还未正式对外公布。昨
日，记者联系到当地足协，武汉
的热身赛已经确认，而长沙的
比赛正在进行最后的审批手
续。长沙和武汉是公认的国足
福地，12 强赛中，国足曾在这
两地战胜了韩国队和乌兹别克
斯坦队。目前，
“ 加勒比双雄”
海地队、牙买加队的国际排名
分别为 55 名、57 名，都远高于
国足的排名，比赛的质量应该
没有问题。
在 11 月中超联赛结束之

后，国足将继续进行两场热身
赛，目前对手、具体时间和地点
均未敲定，不过热身目标已经
瞄准了一流强队，有消息称将
是比利时队和威尔士队。
12 月 8 日于日本开战的东
亚四强赛将是国足今年最后的
比赛任务。国足要先后对阵韩
国队、日本队和朝鲜队。以往，
日本、韩国在东亚四强赛这种
低级别赛事中均不会派出一线
队参赛，长久以来，这项赛事已
经成为一个锻炼新人的舞台。

昨日，湖人队宣布，将会在北
京时间 12 月 19 日湖人对勇士的
比赛期间退役科比的球衣号码。
湖人将会同时退役 8 号和 24 号
两件球衣，而不是其中的一件。
科比也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同
一支球队退役两个号码的球员。
科比通过湖人官网发表了感
言，他表示：
“ 我总是做着能在湖
人退役球衣的美梦。但我从来没
想象到我会有两件球衣同时被退
役。湖人给了我这个特别的荣
誉，我也非常感激球迷们一直以
来的热情。”
科比将成为湖人历史上第
10 位被退役球衣的巨星，加入了
张伯伦、贝勒、古德里奇、魔术师
约翰逊、贾巴尔、奥尼尔、沃西、韦
斯特、威尔克斯的行列。
据湖人随队记者阿拉什·马
卡奇报道，在宣布这一消息后，这
场比赛的最差门票已经涨到了
550 美元，而在公布科比退役球
衣的事件前，这场比赛的最便宜
球票价格只有 127 美元。
此外，据记者阿莱克斯·肯尼
迪报道，湖人和勇士这场比赛的
门票目前的平均票价已经达到了
988 美元，这一价格仅次于骑士
和勇士的圣诞大战的球票均价，
那场比赛目前的平均价格为
1092 美元。
里多

备战新周期，
优秀的小将太少
里皮曾表态，在 2019 年亚
洲杯上要让国足的实力不输任
何对手。在里皮的率领下，
国足
在精神面貌和技术层面的进步
有目共睹，
然而眼下这支国家队
的年龄严重老化，征战 12 强赛
的 核 心 成 员 全 是 1985 年 至
1988 年出生的球员，而伊朗、韩
国、
卡塔尔等对手则年轻得多。
2019 年亚洲杯时，如今的
这些当打球员都将年过而立，
冯潇霆、郜林这些老将都接
近 35 岁了，或许坚持打完亚
洲杯不成问题，但在 2022
年世界杯预选赛开战时，
再指望这些老将肯定
不现实。事实上，

里皮

分类
广告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 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信息窗口

●新郑龙湖 200 人规模幼儿园
寻求合作，
18838182890

转让

分类
广告
●包装印刷

●广告材料

●专移修收空调 13939065554

纳税人识别号：
91410102341

758944B 发票丢失 3 份其中专
06310391，
22903399，
229

设计装修
●建

院开户许可证丢失，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准号：
Z4910000240202 声
明丢失。

●徐慧敏，河南大学自考大专
毕业证遗失，
证号 6641020102
3845402 声明作废。

●徐汉平 出租汽车驾驶员服务
资格证丢失号 66905 特此声明

03403,声明作废。

●照明亮化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检察

1702020339024251057。核

●郑州尚上尚酒店有限公司，

●装修装饰

司的公章丢失，
声明作废。

郑州航海路支行，
开户账号

声明

机械物资

● 设计施工

●郑州市二七区淮北街雅利安

●汝州市世伟水泥制品有限公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分类
广告

201506005081，
声明作废。

10104327 特此声明作废

票 1 份普票 2 份，
发票号码：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业证丢失，
证书编号 104691

纳税人识别号 4101031981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招商

●张京生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毕

而张玉宁则是 97 年龄段球员，
他们都是 2022 年世界杯的适
龄球员。
接下来的 4 场热身赛和东
亚杯比赛，将是新备战周期的
起点，一些老将或许还将留在
国足，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但全
面起用新人则是大势所趋。中
国足球目前最大的问题是青黄
不接，小将中优秀的人才太少，
即便是被里皮相中的球员，无
论能力还是经验，都与老国脚
们有不小的差距。正因如此，
下 赛 季 中 超 U23 新 政 持 续 加
码，如果没有越来越多的小将
们涌现出来，无人可用的里皮
空有一身本领也无法施展。

分类
广告

咨询代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内衣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

家电维修

●洛阳洛偃快速通道旁 180 亩
苗圃及苗木出售及转让，
43
年经营权。张 157-1366-6669
●诚找好大夫，
求合作53397156

亚洲杯和世预赛的时间非常
近，2019 年初亚洲杯结束，下半
年就要展开世预赛，中间没有
过度的时间，对于国足来说，两
项赛事的备战必须要通盘考
虑，在亚洲杯上就要大幅舍弃
老将，
以年轻人为班底。
对于新的备战周期，里皮
早已开始谋划，他的任期在亚
洲杯之后就将结束，眼下只有
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去打造一支
新的国足。而在此之前，里皮
已经通过建立国家二队储备了
大 批 小 将 ，甚 至 将 邓 涵 文、何
超、高准翼和张玉宁 4 名年轻人
上调一线队，其中邓涵文、何超
和高准翼都是 95 年龄段球员，

材

机械物资
●剪板机折弯机各种刀具模具
各种机械维修 17505555564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0339605

分类
广告

●全省代办公司4008368099
●SC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快办公司 资质15517559996

【资质专办】

市政◆通信◆幕墙 86099688
房建◆机电◆消防 86099988
电力◆钢构◆防水 63830333

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家教

分类
广告

●招聘

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 66210038、13513805862

出租招租
●京广南路与沅江路商用门
面房对外招租 15978433368

●北四环厂房出租，可分割出
租水电齐全 13503836789

法律与咨询
●●代理记帐送商标55518881
●法律疑难咨询17719993535

●快办各类88883129法律服务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培训招生
●中专学校寻合作13503861013
●幼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 66565839
●建设路碧沙岗北门两间旺

铺招租 150、252 平，有意联系
18639017800,18037885490

出租仓库厂院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求购求租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校区优先。18838182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