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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宪侃足球

中国足球黑幕
看得我毛骨悚然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伤口不挖
开来，清除里面的毒素，伤口就永远
是伤口，没有愈合的可能。”昨天，五
星体育打造并请来综艺天王吴宗宪
主持的《 中国好足球》节目，在上海
举行了启动仪式，吴天王声称，节目
在欢乐之余，也会不遗余力地“ 针砭
中国足球的弊端”。

节目方称，中国足球有掌声、喝
彩声，还有更多的骂声，但就是很少
有笑声，所以，他们制作了这档以足
球为主题的“ 综艺类体育谈话节
目”，预计将于3月份开播。为了增加
节目的可看性，特别邀请了台湾地区
一线综艺制作团队加盟，比如导演李
典勇就是台湾综艺界的元老级人物，
聘请的主持人吴宗宪更是“ 笑名”远
扬，制作的总投资成本高达500万，以
便让以往单一的体育清谈变得好看
好玩。

昨天在现场，吴宗宪就已经表现
出了天生的喜感，德罗巴事件、山东
鲁能队，都没能逃过他的调侃。“ 德
罗巴的电话，我挂了几个小时都没挂
掉，最后我跟他说了几句，让他先离
开去避避风头。” 他的话笑倒一大
片，而他紧接着又声称，山东鲁能要
买贝克汉姆，正是他给拦了下来。

不过，原本并不是球迷的吴宗
宪，在为节目恶补了很多足球知识
后，昨天告诉记者说，节目在追求好
玩之外，他还会针对中国足球的弊
端，做更多的“ 治病”工作：“ 我最近
看了很多足球的书，刚好拿到的第一
本就是《 中国足球黑幕》，看得我毛
骨悚然。我也正是在书中认识了南勇
先生⋯⋯当然，有问题还是不要逃
避。我幕后的几位‘ 黑手’，也都要求
我，针砭中国足球时弊———我们现在
的问题，是累积得太多了，一直没有
解决，所以才越来越大。”

欧冠决赛
用球发布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本赛季欧
冠淘汰赛及决赛的比赛用球“ 决战
温布利”近日公布。此款阿迪达斯用
球的设计是为了庆祝有“ 足球故乡”
之称的温布利球场作为欧冠决赛场
地50年的纪念。在欧冠比赛的光辉历
史中，温布利球场见证了许多伟大球
队的荣耀，从1963年的AC 米兰到
1968年的曼联；从1971年的阿贾克斯
到1978年的利物浦；以及1992年和
2011年两度在温布利问鼎欧冠最高
荣誉的巴塞罗那。温布利球场一直是
伟大历史的见证人，她见证了多支球
队在欧冠决赛赛场上举起最高奖杯
的经典时刻。

NFL全明星赛
打出史上最高得分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近日，
NFL职业碗（ 即美国职业橄榄球联赛
全明星赛） 在美国夏威夷阿罗哈体
育场上演，对阵双方为美国联合会
(AFC)和国家联合会(NFC)选出的全
明星队，最终国联明星队以62比35大
胜美联明星队，62分的得分也创造了
职业碗最高纪录。

自从1970年NFL合并以来，职业
碗的比赛便是由美国橄榄球联盟
(AFC)和国家橄榄球联盟(NFC)之间
的球员对抗，两个联盟通常都会派出
最顶尖的球员参与到这场比赛中来。
1980年，比赛场地被固定在夏威夷，
在全美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据官方数据统计，2012年职业碗吸引
到了1350万电视观众。

实德主动放弃
申鑫留在中超
朱炯发微博：真幸运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亚洲杯
预选赛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国足
前往马斯喀特挑战了阿曼国家队。
最终，国足大跌眼镜的以0:1负于对
手，再次吃到了一场败仗。虽然主帅
卡马乔否认这是一场完败，但坐在
看台上观看了整场比赛的一个人，
国足即将在亚预赛首场碰到的沙特
队的主教练洛佩斯·法罗，却已经心
中暗喜。“ 我相信在主场肯定能战胜
中国队。”对手，已经开始展现出了

“ 轻视”的情绪。
“ 来之前经历了一个集训期，

然后这是第一场正式比赛。之前我
们的联赛正在间歇期，一开始的时
候球员发挥不好，但是比赛结束前
的表现还是让人满意的。重要的是，
球员的身体状态在逐渐恢复。”赛
后，从国足主帅卡马乔的这番话中
不难看出，他依然不认同球队表现
过差的观点。即便，现场的许多国外
足球人在看过这场比赛之后纷纷惊

叹，“ 这到底是中国一队，还是中国
二队？中国队的发挥太让人吃惊
了。”

显然，输给了阿曼队，让所有人
对于国足的态度已经不足以用“ 无
语”来表示。听听阿曼队主帅勒岗怎
么说的吧，“ 我对沙特队比较了解，
他们是一支崭新的球队，但是也非
常具有经验，中国客场打沙特，将是
一场困难的比赛。”可再听听2月7日
即将与国足交手的沙特队方面的态

度，实在让人觉得，阿曼主帅的话语
已经给足了国足面子。

“ 沙特国家队都已经够烂了，
没想到中国队也是这个水准。”现
场的一位沙特记者如是坦言。至于
沙特队主帅，更是直言将会获得最
后的胜利。“ 热身赛和正式比赛是
两个概念，中国队下半场更积极。但
是这样的表现，不如之前我看到的
中国队录像，我坚信能战胜中国
队。”

怀着一份忐忑的心情苦等了数月，昨天的上海申鑫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好消息。中国足协昨天下午正式发布公告，大连实德
放弃2013赛季中超联赛资格，上海申鑫递补参加2013赛季中超联赛。虽然，这则消息此前其实早已基本决定，但直到真正化为事实
的那一刻，申鑫俱乐部上下所有的人才长舒了一口气。下个赛季，这座城市的第三支中超球队终于定了！ 本报记者 杨羡之

自从大连阿尔滨宣布“ 收购”
大连实德那一刻开始，上海申鑫留
在中超的悬念其实应该已经不存
在。那时候，足协的相关工作人员，
众多的圈内人士，给出的态度都是：

“ 申鑫留下来没有问题了。”只是，
就在今年1月15日，中超各职业俱乐
部递交申请参加2013年职业联赛准
入材料的最后期限，大连实德将俱
乐部注册材料和准入材料交给了中
国足协，申请参加2013年的中超联

赛。这让上海申鑫和中国足协颇为
“ 尴尬”。

当时即将被“ 收购”的实德为
什么会提出继续留在中超？这主要
缘于此前中国足协专门为大连实德
的问题召开7个部门联合参加的会
议。当时，商讨出的一个结果便是：
按章办事。如果阿尔滨要收购，实德
就必须先注销，同时球员成为自由
身；如果实德申请参加2013年中超
联赛，一定严格按照准入制度进行

审查⋯⋯足协做出的这个决定，显
然对于大连阿尔滨极其不利。一旦
正式收购大连实德，他们将得不到
任何球员方面的支持，这将使得大
连阿尔滨方面受到巨大损失。

好在，对于大连给出的“ 难
题”，中国足协迅速与其进行了沟
通。最终，大连实德方面也认同了

“ 僵持下去对大连实德伤害更大”
的观点。“ 当初最大的分歧就是实德
还想通过球员转会费用来降低俱乐

部损失，但这不符合中超相关章程
中的规定。”相关足协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所以大连才想到了通过注册
的方式，但他们的材料也不符合注
册规定。现在实德撤销注册是解决
问题的积极方式，至于球员的归属
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沟通。”

最终，大连实德“ 放弃”了征战
下赛季中超的想法，而这，也让上海
申鑫“ 顺理成章”成为了中超最后
一支球队。

“ 大连闹剧”延缓了这一切

“ 呼，终于定下来了，再也不用
每天都是一种忐忑的心情了。”昨
天，当申鑫球员王赟接到记者电话
时，先是长舒了一口气。王赟说，自
从事态有所“ 变化”之后，不仅仅是
俱乐部的人员，就连自己的亲朋好
友都多次询问，“ 是不是要去打中甲
了？”好在，昨天足协的这则公告，让

球队上下终于可以安心备战下赛季
了，“ 接下来好好准备，肯定是不能
像去年那样！”而主教练朱炯在获悉
这则消息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发了
一条微博，“ 幸运与不幸一直会伴随
着你的整个生命，有时候不必太在
意这些 ，只有更努力的付出，才能
对得起这份幸运。” 他，用了一个

“ 幸运”的词语表达自己的心情。
相较于球员和主帅的喜悦心

情，申鑫俱乐部高层方面倒是显得
有些淡定。“ 怎么说呢，对于这个结
果，其实之前在和足协的沟通过程
中，就已经有了预判。至于球队，其
实也是按照打中超去准备。不过，毕
竟事情没有真正定下来之前，谁也

不敢说会不会有变化。现在，心中的
那块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申鑫俱乐
部总经理秦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也仅仅
只是新赛季的一个开始。很感谢大
家对我们俱乐部的关心，接下来，我
们必须用满意的成绩去回报所有
人。”

申鑫的心头大石终于落下

申鑫留在中超，这也意味着下
赛季沪上将出现三支中超球队。下
赛季，这座城市也将诞生6次中超

“ 德比”。由徐根宝率领的“ 青年
军”东亚，走了阿内尔卡和德罗巴导
致实力下滑的申花，以及下赛季谋
求发展的申鑫，上海滩的足球，热闹
程度将远甚于从前。正是因为如此，

网上已经有球迷叹言，“ 下赛季，上
海滩的足球或许到了改朝换代的时
候了。”

不过，对此，申鑫俱乐部方面倒
是没有过多的想法。“ 我们有自己的
想法，对于俱乐部的建设也是按照计
划一步一步地来。至于同城德比，我
们现在也不会过多去想。毕竟，下赛

季的中超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的一
切工作都是去积极准备。”俱乐部总
经理秦蘋告诉记者。不过，秦蘋倒是
斩钉截铁地给出了一个目标，“ 下赛
季，我们的成绩一定要比去年好！”

目前，上海申鑫全队正在昆明
海埂基地进行集训。球队2月2日返
回上海，3日放一天假，然后重新集

中，训练到7日放假，大年初五凌晨
球队将前往土耳其进行海外拉练。
至于引援方面，除了上赛季的三名
外援，申鑫此前已经招入了前申花
球员于涛，以及澳大利亚外援迈克
尔·马罗内。此外，球队还将引进一
名中锋，目前在这个位置上有一名
巴西球员和一名阿根廷球员待选。

淡看沪上三球队“ 德比”

2月 7 日 亚洲杯预选赛
国足状态低迷 沙特信心暴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