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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换代 里皮有意锻炼新人

武汉力量
仍是国足“兵工厂”
记者俞国伟

武汉社区桥牌队拿了全国冠军
高崇成

甘德润

本报讯（记者
通讯员
）由中国桥牌协
会、湖北省桥牌协会主办，武汉市桥牌协会承办的 2017
年“盛隆电气杯”全国首届社区桥牌公开赛，于 29 日在武
汉落下帷幕，全国各地总共有 52 支代表队 300 多名桥牌
爱好者参加， 硚口区集贤社区队和江岸区赵家条社区队
分别获得老年组冠军和公开组冠军。
获得老年组冠军的集贤社区队，在武汉市、湖北省甚
至全国桥牌界中都是赫赫有名，这支队伍的领队、教练兼
队员金宝玲，曾担任过省桥牌女队队长，从 2006 年起就
开始在硚口区老年大学教桥牌， 很多周边社区甚至其他
城市的人都慕名前来学习。 2008 年，在硚口区老干局的
支持下，集贤社区桥牌活动中心正式成立，并拥有一个占
地 60 平方米的活动室，从那时候起，金宝玲就一直是集
贤社区桥牌队的领队、教练兼队员。

2009 年， 集贤社区成为省内第一家全国首批桥牌
进社区挂牌单位，这里每周一、三、五、六是例行的桥牌
活动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桥牌活动，并针对不同的水平
和人群进行桥牌比赛，既有入门级赛事，也有对抗赛，
每个开放日不少于 3 场。 平时经常有 40 多名桥牌爱好
者来参加活动， 有些牌友还专门从武汉三镇甚至外省
市慕名而来。
近些年，集贤社区桥牌队同样名声在外，这支队伍不
仅多次获得武汉市社区桥牌赛前三名， 还连续 3 年获得
湖北省老年桥牌赛冠军， 也曾获得过全国老年桥牌赛冠
军。这次在武汉举办的全国首届社区桥牌公开赛，金宝玲
就是赛事的倡议者和推动者之一， 她带领的集贤社区队
在与全国各地桥牌高手的切磋中获得老年组冠军， 也为
这项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让世界听见》迎来期末考

两位导师不忍与孩子们说“再见”
耿愿

12 强赛中大放异彩的四位汉将：曾诚、张稀哲、蒿俊闵、梅方
为了备战 12 月在日本东京举
行的东亚四强赛， 中国足协公布了
新一期国足名单， 最大的改变莫过
于出现了 6 名 U23 球员，还有傅欢、
贺惯、赵宇豪等 93 后也出现在国足
名单， 可以说国足已经开始新老交
替，为 2022 世界杯提前做准备了。

锻炼新人，里皮着眼未来
为国足“
换血”
从新一期国足名单看，几名征战
12 强赛的国足绝对主力并不在其
中，比如郑智、曾诚、蒿俊闵、冯潇霆、
郜林、武磊等均挂免战牌。 世界杯出
局后，国足最大任务是明年亚洲杯以
及为下届世界杯做准备。 尽管里皮一
再强调阵容的稳定性，但并不意味不
重视新人培养，而是有步骤、选择性
地为年轻球员提供锻炼机会。 上月现
场观看 U22 国足比赛后， 里皮表示
会有更多的新人入选国足。
果不其然， 新一期国足有 6 名
年轻球员入选，高准翼(河北华夏幸
福)、邓涵文(北京人和)、刘奕鸣(天
津权健)、何超(长春亚泰)、韦世豪
(上海上港)和杨立瑜(天津泰达)。
东亚四强赛为国际 A 级赛事，

国足成绩历来都不错。 2010 年东亚四
强赛上， 武汉国脚邓卓翔惊艳一射，帮
助国足 3:0 击败韩国， 终结“
恐韩症”；
2015 年武汉举行的东亚四强赛， 国足
全主力出战。 这一次，考虑到日韩都没
有征召旅欧球员出战，国足也本着练兵
的态度，派出多名青年军锻炼一下。
里皮的工作合同是明年亚洲杯后
到期， 考虑到里皮在 12 强赛给国家队
带来的巨大改变，足协有意与其续签 4
年合同。目前，里皮尚未明确表态，但从
新一期国足名单看， 里皮已着眼未来，
提前开始为国足注入新鲜血液。
值得一提的是，U22 国足是里皮
助手马达洛尼执教， 里皮团队正在筹
划着国家队、U22 国青队以及 97 年龄
段国奥队的连环搭建。

人才济济，武汉力量仍是国
足“兵工厂”
12 强赛上，“武汉力量”深得里皮
器重。 主场击败韩国一役，蒿俊闵、曾
诚、张稀哲、梅方四名汉将同时首发，
扛起国足大梁。随后，梅方受伤赛季提
前报销，另三位武汉战将，也一直是里
皮战术的首选配备。
新一届国足阵容中， 武汉籍战将

身影变得稀少，只有 1997 年出生的杨
立瑜一人， 但这并不意味着“武汉力
量” 已显式微之势。 从新生代武汉籍
球员的成长情况看， 下届世界杯国足
阵容中，“武汉力量”将更加壮大。
从年龄看，同为 1987 年出生的蒿
俊闵、 曾诚要撑到 2020 年世界杯，难
度有点大， 但世界杯预选赛提前两年
开始，如果状态保持得好，还是有希望
再搏一届。 1989 年出生的梅方与 90
后张稀哲则正处当打的黄金年龄，凭
借里皮对两人的器重， 他们仍将是备
战下届世界杯的首要人选。
1995 年至 1997 年出生球员将是
未来国足的主要兵源，湖北
“
97 一代”可
谓人才济济，涌现出杨立瑜、姚道刚、黄
聪、黄闯、郭靖、方亮等十多个国少、国青
球员。 在教练黄正国精心雕琢下，这批
孩子从组队起一路成长， 拿遍了国内
U13、U15、U17 所有比赛的冠军。
新公布的 U22 国足名单中， 除了
来自卓尔俱乐部的聂傲双、明天、黄博
文 3 人，另外还有 6 名武汉籍球员——
—
唐诗（北京国安）、杨立瑜（(天津泰达)、汪
晋贤（大连一方）、胡靖航（河南建业）、
龙成（河南建业）、陈哲超（山东鲁能），
这些未来之星都是国足的有力竞争者。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公益支教节目《让世界听
见》正在湖南卫视热播，蔡国庆组建的“大白菜”合唱团和
汪峰的“向阳花”29 日晚迎来“期末考试”录制——
—在北
京中山音乐堂表演，接受来自中国、俄罗斯、比利时、新加
坡等国际级专家评委的检验。
为了孩子们，看得出蔡国庆、汪峰两位老师都使出了
浑身解数。“大白菜” 献上了两首完全不同风格的合
唱——
—一首原生态的瑶族山歌， 一首改编后难度更高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向阳花” 则用十分钟的时间演绎了
汪峰为他们原创的《那年我五岁》，汪峰还请来自己的乐
队和交响乐团为孩子们现场伴奏，做足了阵势。一个从乡
野原生态到符合国际规范化的合唱表演形式， 一个大胆
创新形式丰富，看过表演，新加坡合唱总会会长、新加坡
音乐家协会会长李煜传先生忍不住现场邀请两支合唱团

赴新加坡参加中新国际青少年合唱节。
不过李煜传最担心的还是节目结束后两支合唱团是
否还能继续，而即将面临别离，师生们更是难舍。 汪峰和
蔡国庆虽然理性地表示不可能向孩子们保证见面的周期
和频率，但自己永远是他们的朋友，不能断了联系。 蔡国
庆说，“我这个人必须要做我能做的事情， 我只是跟他们
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再找个别的乡村支教老师继续
到那个音乐教室去。 让他们在那样一个暂时还没有脱贫
的山区，仍然知道生命的快乐和美好，让他们在精神上是
顽强的。 ”
为了这次进京汇演，蔡国庆更是全家出动，年过八旬
的老父亲给孩子们送来了围巾、手套，儿子庆庆也用自己
的零花钱给同学们买了礼物，还一起在现场为“大白菜”
加油打气。

蔡国庆汪峰下乡当
“孩子王”

高冷男模客栈变
“大傻”

纪凌尘不后悔暴露自己太彻底
耿愿

本报北京专稿（特派记者
）因为湖南卫视慢综艺
《亲爱的·客栈》， 不少人被 1993 年出生的名模纪凌尘圈
了粉。 与女友阚清子的“欢喜冤家”模式时时上热搜，还
毫无偶像包袱地暴露自己的“蠢萌”。 29 日记者在京提前
一览本周六的“客栈日常”，纪凌尘看了新一期的节目，也
“懊恼”把自己暴露得这么彻底，“现在这个形象‘影响’了
我的模特事业啊”。
无吵不欢的阚清子和纪凌尘这对年轻情侣， 自“客
栈”开播，就变成了“热搜体”。 除了花式哄女友，毫无偶
像包袱的纪凌尘还常被“客栈”里的大哥大姐们唤为“大
傻”，明明是男模出身，却一点也不在乎形象。 干嘛要把
“缺点”暴露得如此彻底？“我也不想啊”，纪凌尘“懊恼”
道，“我是模特，以前在微博里的形象都是非常高冷的，没
想到突然一下和之前塑造的形象反差这么大。 录第一期
刚下飞机的时候我还想掩饰自己， 但录着录着我就不知

道该怎么去演了，时间一长真实的问题都暴露了”。 那如
今“大傻”的人设会影响到高冷的模特事业吗？“肯定有
啊，哪个品牌愿意找一个大傻做模特”，纪凌尘笑道。不过
他并无“悔意”，还将把这个真实的自己继续下去，“我觉
得暴露出来也挺好的，虽然有人会不喜欢，但会让我更多
地反省自己”。
身为曾受邀赴米兰走秀的新晋名模，纪凌尘的知
名度正随着《亲爱的·客栈》热播而日渐打开。 虽然女
友阚清子不在现场，但在节目里常被“打压”的纪凌尘
不敢有半句“抱怨”，还检讨平时自己总惹对方生气。
除了对女友的作品如数家珍，还透露自己因为不会演
戏留下的遗憾，“本来有个机会和清子一起演话剧的，
但话剧难度太大，我不会演，其实我还是 很想和她一
起合作一部作品，但是得简单一点、不用那么多台词
功力的角色。 ”

《亲爱的·客栈》海报

斯诺克英锦赛丁俊晖爆冷一轮游
据新华社电 中国球星丁俊晖在约克郡举行的斯诺
克英国锦标赛首轮比赛中 5:6 爆冷负于费尔南德斯，被
淘汰出局。
丁俊晖曾经两次夺得英锦赛冠军， 但是这次没法继
续冲击冠军了。 在 5:1 领先的情况下，世界排名第三的丁
俊晖连丢 5 局，输掉了比赛。

世界排名第 130 位的费尔南德斯在 1:5 落后的情况
下没有放弃，抓住丁俊晖失去手感的机会扳平了比分。在
争夺激烈的决胜局中， 费尔南德斯打掉粉球和黑球之后
涉险胜出。 费尔南德斯说：“当我 1:5 落后的时候，我已经
开始考虑坐火车回家了，不过，我打得并不差。 能够战胜
像丁俊晖这样优秀的选手感觉很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