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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意

甲 AC 米兰昨日通过俱乐部官网宣

布，詹保罗将不再担任俱乐部的一

线队主帅。 同日，俱乐部宣布皮奥

利接任一线队主教练。

AC 米兰目前在意甲排名第 13

位，7 轮比赛 3 胜 4 负仅积 9 分。

AC 米兰与皮奥利已达成了一份为

期两年的协议。

2016—2017 赛季，皮奥利曾经

执掌过“蓝黑军团”的帅印。 但是，

因为带队 27 场比赛输了 10 场，他

被俱乐部解雇。

皮奥利也成为 2014 年 1 月阿

莱格里被解职之后 AC 米兰的第 9

任主教练，在这段时间里俱乐部还

几次更换老板和俱乐部高管。 在这

期间，算上代理主帅，AC 米兰历经

塔索蒂、西多夫、因扎吉、米哈伊诺

维奇、布罗基、蒙特拉、加图索、詹保

罗等主教练。 看来，AC 米兰已经成

为一个教练黑洞。

而仅仅在帅位上待了 111 天的

詹保罗创下了 AC 米兰队史执教时

间最短主教练的纪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今晚8点，

中国男足国家队将与关岛国家队在天河

体育中心进行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40强

赛的对决。 这也是中国队在40强赛的首

个主场赛事。 里皮在赛前表示要用最强

阵容出战全取3分，国足唯一海归球员武

磊有望首发。

国足昨天傍晚在天河体育中心内场

进行适应场地训练。虽然只是热身，但教

练组仍通过背心分组，现场媒体猜测，穿

背心的大部分球员将是今日的首发阵

容，当中包括武磊、艾克森和杨旭等上一

场对阵马尔代夫队的主力球员。

赛前发布会上， 里皮透露李磊因伤

不能出战对关岛队的比赛， 并将在对关

岛队赛后返回俱乐部， 锋线上武磊和艾

克森都做好了准备，“武磊8号才跟球队

合练，但身体状况踢首发没问题。至于艾

克森，这几天很积极，有欲望，有斗志，竞

技状态不错。 ”假如艾克森今晚上场，这

将是他首次身穿国足球衣在天体亮相。

国足目前世界排名第68名， 远高于

世界排名第195名的关岛队。 40强赛，关

岛两战皆负，进1球、失5球。 虽然两队有

巨大差距， 但赛前里皮仍然强调，3分是

首要目标，“我们首先是赢球， 拿到3分，

我们说要进很多球，但这个并不简单，即

便对手的实力相对并不是那么强大。 ”

外界之所以对于“净胜球”这个话题

穷追不舍，也许缘于19年前，在越南河内

进行的2000年黎巴嫩亚洲杯预选赛小组

赛中， 中国队曾以19:0的超大比分战胜

关岛队。 那场比赛是中国男足在国际正

式A级赛中最大比分的一场胜利。 有记

者追问到：“外界认为对关岛不进10球都

不算赢。”里皮回应说：“我们的主要目的

是拿到3分，拿很多净胜球并不是那么容

易，我从事这个职业已经4、50年，如果我

们预想越简单， 我们就容易在比赛中遇

到难题，如果我们能够以正确态度面对，

明天

（比赛当天）

的比赛就会按照我们预

想的情况去进行。 ”

世预赛40强赛，中国队今晚将在主场踢关岛队

里皮：拿很多净胜球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个人非常兴奋，我也非常希望

能够通过这场比赛， 能够让人民看到

关岛足球如何与一个大国的足球队在

球场上比拼。 ”作为小组最弱的球队，

关岛队队长贾森对今晚与中国队的对

决充满期待。

40 强赛首轮以 0:1 输给马尔代夫

队，随后又以 1:4 输给菲律宾队，作为

一个只有 16 万人口的小国的足球队，

关岛队此番来华可谓是轻装上阵。 35

岁的贾森作为球队核心， 代表关岛队

踢过多长比赛。 4 年前的世界杯世预

赛， 关岛曾以 1:0 击败土库曼斯坦队、

2:1 击败印度队，让人刮目相看。 不过，

贾森也深知相比起四年前那支关岛

队，这支球队经历了新老交替，实力大

不如前。 给中国队制造一些麻烦，是关

岛队最大的目标。

来到广州后，漂亮的球场、蜂拥而

至的媒体都让关岛队感到惊喜，“看到

那么多媒体来采访比赛， 我感到十分

激动， 关岛与中国的足球发展水平不

同，但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期待这场比

赛。 ”贾森说。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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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斯图加特体操世锦赛女团决赛在昨

天凌晨结束，中国队在高低杠和平衡木

上出现掉下器械重大失误，最终名列第

4，美国队获得第一。 自2003年之后，中

国体操女团再次没能站上世锦赛女团

领奖台。 2003年阿纳海姆体操世锦赛，

中国队同样是第4名。 中国队上一次在

世界大赛无缘领奖台，则是在雅典奥运

会，只获得第7名。

“新上来的年轻队员， 在这么大压

力下，表现都非常令人满意，唐茜婧、祁

琦、李诗佳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国际舞

台，她们的表现非常亮丽。 ”女队主教练

乔良表示，这给东京奥运会提前敲响警

钟， 但3位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新人表

现亮眼。

乔良认为，在高低杠和平衡木上均

出现失误的队长刘婷婷只是状态没有

调整好，从她资格赛的表现以及入围个

人全能、 平衡木和高低杠3个单项决赛

就能看出，小姑娘实力不俗。 她需要尽

快走出团体折戟的影响，在之后的单项

比赛证明自己。

在乔良看来，这次世锦赛达到了锻

炼队伍的目的，也是明年奥运会的一次

前哨战。“两次失误也给我们备战东京

奥运会敲响了警钟。 在排兵布阵和选择

动作方面，我们都要总结，争取从失误

中找出真正的弱点，最终把问题解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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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州四国赛昨晚正式打响，中

国国奥首战迎战约旦国奥，这是少

帅郝伟接手国奥队后的首战，凭借

张玉宁的梅开二度， 国奥队以 2:0

完胜对手。

此次四国赛除东道主中国队之

外， 还有约旦、 印尼和沙特三队的

国奥队一同参赛。 仓促从希丁克手

中接过国奥队帅印的郝伟赛前便

表示， 本期集训及比赛主要任务

是考察队员， 球队仅进行了三堂训

练课， 便迎来了与约旦队的首场比

赛。

昨晚中国队的对手约旦国奥并

非最强阵容，阵中多名球员因备战

世预赛缺席。 对于“郝家军”来说，

首战“开门红” 是一个好的开始。

U23 亚洲杯暨奥预赛征程艰险，郝

伟表示，自己会全力以赴带领球队

前进。

对手

以给中国队制造“麻烦”为目标

皮奥利将接任

AC米兰主帅

詹保罗于同日被解雇

四国赛，中国国奥 2:0 战胜

约旦国奥

郝伟执教首秀

“开门红”

16年来首次没能站上世锦赛领奖台

中国体操女团，“警钟”响得很及时

▲

里皮出席昨日的赛前发布会。

荩

武磊（右一）虽然归队较晚，但

身体状况还不错。

本版图片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