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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外援转会流言满天飞 该信哪个
鲁能被曝将签约曼联后腰，泰达与拜仁锋霸传出绯闻

曼联巨星将加盟鲁能

据《天空体育》足球记者
巴拉格表示，31岁费莱尼加盟
山东鲁能的转会已经敲定，他
的年薪1100万欧元，转会费
700万英镑。如果费莱尼顺利
加盟，他将成为今冬中超转
会市场最大牌引援。本来，费
莱尼是曼联主力，他备受穆
里尼奥信任的，去年夏天，费
莱尼与曼联续约，签下了一
份周薪10万英镑，为期两年
的合同。此前，他与恒大、国
安、富力等中超球队都有绯
闻。事实上，费莱尼一直在转
会市场上很吃香，如果去年
不与曼联续约，他可能加盟
AC米兰。

武磊加盟西班牙人队

1月28日，巴塞罗那皇家
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与上海
上港集团足球俱乐部就中国
国脚武磊的转会达成一致，武
磊将身披24号战袍为西班牙
人征战各项赛事。他多年来一
直在打破中超联赛的各项纪
录，包括多项由外国球员创造
的纪录。他在过去6年总共打
进了102个中超进球，成为中
超历史射手第一人。

国安官宣引进韩国脚

29日，北京中赫国安俱
乐部官方宣布韩国国脚金玟
哉加盟，金玟哉年仅22岁，身
材高大，司职中后卫，是韩国
国家队本届亚洲杯的主力球
员，曾在中韩之战中打入一
球。2016年金玟哉加盟韩国
第三级别联赛球队庆州水
利。凭借在庆州水利期间的出
色表现，半年之后被韩国K联
赛豪门全北现代签下，并以
主力身份帮助全北现代拿下
两座K联赛冠军奖杯。2017
年，年仅21岁的金玟哉入选
韩国国家队，并且在世界杯亚
洲区12强赛中逐渐成为后防

主力。

富力引进以色列国脚

29日，广州富力官方宣
布，以色列国脚迪亚·萨巴转
会球队，这也是富力继登贝
莱、范云龙和桂宏之后的又一
引援。迪亚·萨巴(Dia Saba)，
1992年11月18日出生于以色
列Majd al-Krum，身高1米68，
司职攻击型前卫，同时可以胜
任边锋和影锋。

恒大接近秘鲁国脚

根据秘鲁多家媒体的消
息，秘鲁大学队主力边锋、曾
入选过秘鲁国家队的罗伯托·
萧初，已经接近加盟中超豪门
广州恒大。虽然萧初与秘鲁大
学有一份到2020年的合同，但
是因为转会能够给秘鲁大学
带来丰厚的收入，因此萧初的
转会并不难。如果一切顺利，
萧初有望在近期就与恒大正
式签约。秘鲁媒体称，目前有
三家中超俱乐部在争夺萧初，
分别是广州恒大、山东鲁能和
重庆斯威，但是，其中最接近
萧初、也最有诚意的报价来自
于广州恒大。罗伯托·萧初出
生于1997年，曾经入选过秘鲁
国家队名单，但是没有出场。
萧初具有中国血统，具备成为
归化球员的条件。目前，恒大
已经接近敲定英国籍“归化球
员”布朗宁。

泰达引援瞄准德甲前锋

据德国媒体《慕尼黑日
报》透露，拜仁慕尼黑中锋球
员瓦格纳缺席了日前的训练，
拜仁已经同意了其转会的事
宜，瓦格纳即将加盟中超天津
泰达。瓦格纳，场上司职中锋，
上赛季出场18次打进9球，本
赛季为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
出场12次，打入一粒进球。据
德国媒体《图片报》透露，天津
泰达为瓦格纳送上了500万欧
元的报价。

上港再挖中超金靴

根据以色列媒体消息，目
前上海上港正在与广州富力
前锋、以色列国脚扎哈维进行
谈判，并且双方的交流非常顺
利。由于上港已经失去了中超
金靴武磊，因此引进扎哈维显
然是在为武磊的离队做后续
打算。以色列媒体预计，扎哈
维的转会费将达到2000万美
元 ，当 然 还 需 要 上 港 支 付
100%的引援调节费。至于扎
哈维的个人待遇，他的年薪会
上涨到1800万-2000万美元左
右。实际上，去年夏天上港就
一度接近签下扎哈维，如今随
着武磊离队，上港对这位前中
超金靴显然更加渴望。

富力敲定国产中锋

24日下午，广州富力俱乐
部官方宣布，前河北华夏幸福
球员桂宏正式加盟，双方签约
4年。桂宏生于1995年1月18
日，身高1米85，司职中锋，曾
留洋西班牙，2014年加盟西甲
劲旅塞维利亚，先后代表U19
队和C队征战各项赛事，2016
年回国加盟河北华夏幸福，累
计出场32次贡献3个进球和2
个助攻。桂宏曾多次入选各级
国家青年队，2014年代表U19
国青队出征亚洲青年足球锦
标赛，在1/4决赛对阵卡塔尔
的比赛中攻入精彩一球。

武汉卓尔或引铁腰

目前在西班牙冬训的武
汉卓尔，迎来了一位久违的面
孔——— 姆比亚。这位喀麦隆
铁腰曾效力过法甲、西
甲、英超等欧洲五大
联赛多支球队，巅
峰时期是一位攻
守 全 能 的 顶 级
后腰，能力不输
给恒大王牌保
利 尼 奥 。据

《Kingfut》消

息，姆比亚正在跟随武汉卓尔
队冬训，在对阵瑞士二级联赛
球队的热身中，还代表卓尔在
比赛中登场。姆比亚与武汉卓
尔主帅李铁曾在华夏幸福有
过非常愉快的合作。如果姆比
亚能在这次冬训中展现出自
己的水准，他将很有可能与卓
尔签约。

卓尔官宣后防两将

24日上午，俱乐部官方宣
布，前北京北控队后卫刘毅和
门将董春雨加盟球队。2010
年，年仅19岁的董春雨进入恒
大一线队，担任球队第二门
将。2012年，董春雨入选中国
U22国家队。刘毅，司职中后
卫、左边后卫，职业生涯开始
于天津泰达俱乐部。2008年曾
入选U19国青队参加沙特亚
青赛。2009年，代表天津泰达
俱乐部征战国内一级联赛，并
帮助球队取得当赛季联赛第
五名的优异
成 绩 。

综合

日本卡塔尔会师决赛 谁能笑到最后
在亚洲杯赛场，继日本队

3比0完胜伊朗挺进决赛之后，
另一个决赛席位也如期诞生。

北京时间1月29日晚，卡塔
尔迎战东道主阿联酋队，最终以
4比0的大比分强势拿下比赛。

由于卡塔尔队过早领先，
他们的庆祝也引发了阿联酋
主场球迷的不满，有人向场内
投掷杂物。下半场比赛，海多
斯挑射继续扩大比分，又一度

引发主场观众的砸水瓶攻击。
在卡塔尔队历史上，此前还从
来没有进入过亚洲杯四强，现
在他们已经创造了新的球队历
史。并且令人惊讶的是，在进入
决赛前的六场比赛中，卡塔尔队
竟然交出了六战全胜，进16球不
失一球的成绩单，是本届赛事唯
一还没丢球的球队。

同时明星球员阿里已经
打入8粒进球，独自领跑射手

榜的同时，也已经追平了伊朗
名宿阿里·代伊所创造的单届
亚洲杯进球纪录。

而在比赛之前，在卡塔尔踢
球的西班牙球星哈维曾做过
一份亚洲杯走势预测，其中预
测的决赛对阵就是日本vs卡
塔尔，最终卡塔尔得胜捧杯。

截至目前，哈维这份预测
表的“命中率”非常之高，16强
名单对了81%，八强名单只错

了一个，四强名单也只错了一
个。不知决赛的走势，是否还
会如哈维所料？ 澎澎湃湃

亚洲杯临近尾声，中超转会渐入佳境，近日多家中超球队都有重要官宣。武磊正式加盟西班牙人队；国安官宣韩国铁卫卫，
富力队接连引进中外锋将，风头十足。此外，恒大、鲁能和泰达等队的外援目标也浮出水面，其中不乏曼联巨星和拜仁仁主力这
样的重量级人物。

赛事预告
1月31日

利物浦vs莱斯特城
4:00 北体上体广体
灰熊vs森林狼 9:00

掘金vs鹈鹕 9:00

 曼联—终结连胜步伐

英超第24轮一场焦点大战在老特拉福
德球场打响，佩雷拉后场失误送礼，巴恩斯
先下一城，伍德为伯恩利扩大比分，博格巴
在比赛结束前打入1粒点球，林德洛夫补时
阶段为曼联追平比分。最终曼联2：2主场战
平伯恩利，索帅8连胜后终结赢球步伐。

 曼城—4连胜被终结

英超第24轮一场焦点战在圣詹姆斯公
园球场展开争夺，曼城客场1比2不敌纽卡
斯尔，阿圭罗24秒进球，容东和马特-里奇
连入2球逆转。曼城4连胜被终结。

 枪手—6连胜暂列第四

英超第24轮一场焦点战在酋长球场展
开争夺，阿森纳主场2比1力克卡迪夫城，奥
巴梅扬传射，拉卡泽特破门。阿森纳主场6
连胜后积分暂平前四。

 莫拉塔—回归马竞

莫拉塔离开切尔西租借加盟马竞，这
位失意的西班牙前锋迎来了重生的机会。
莫拉塔本人接受采访时也非常兴奋，他表
示回归马竞是命运的安排。

 辽宁—25连胜被终结

CBA常规赛第37轮，辽宁队坐镇主场
迎战深圳队。最终深圳凭借内线优势在客
场以120：112击败辽宁，终结了对手的25连
胜。新疆队在主场迎战广厦队，依靠亚当斯强
势发挥，新疆队最终以127：111战胜广厦队。

综综合合

29日晚，国足前主帅里皮低调离开广州
返回意大利，结束了自己在中国829天的冒
险。“银狐”在现场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也
拒绝了球迷会为其组织的送行。他的身边，只
有助教马达洛尼相伴。

在这829天里，里皮一共执教了30场比
赛，取得10胜9平11负的成绩。从12强赛阴霾
中起步，到6战3胜2平1负险些上演奇迹；从中
国杯连续惨败，到亚洲杯创造近年国足最好
成绩。里皮在这30场比赛里，给我们留下了很
多美好或略带苦涩的回忆。从足够长的历史
时间回看，这两年半的时间或许只是长河
中的一瞬，但里皮这两年半的经历会长远地
影响着国足——— 因为这是一次世界级名帅
对国足的试验：无论试验结果好坏，国足后
继者们会在这些试验结果和经验中前行，不
断修正自己。

站在829天的终点告别，也许对里皮最
好的告别是——— 不忘记你，送上感谢。感谢
你两年多来的付出和陪伴，常回来看看。

澎湃

里皮深夜低调告别中国
他拒绝了所有的采访和送行

11月月2299日日，，卡卡塔塔尔尔队队球球员员在在比比赛赛中中庆庆祝祝进进球球。。 新新华华社社 图图

费费莱莱尼尼转转会会鲁鲁能能。。

亚洲杯决赛
日本VS 卡塔尔
2月1日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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