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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本周末将与印度队举行友谊赛

人口最多两国本周绿茵对决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
阳）国足与印度队的比赛将在本周六
举行，印度队如今已经抵达本场比赛
的城市江苏苏州，国足则在苏州以逸
待劳。
对于印度队来讲，在2019年亚
洲杯到来之前，需要多踢一些热身
赛进行备战，对于国足来讲同样如
此。

郑智百场仪式
推至中叙之战

于大宝仿佛在
“穿越”
原本是前锋出身的于大宝，近几
轮联赛在中赫国安都出现在了中后
卫的位置上，这使得他在国家队中还
需要进行场上位置的角色转换，于大
宝表示，国足阵中的每一个人在国家
队和在俱乐部的角色定位都有所不
同，每个人都应该统一思想，服从教
练的安排。
在国家队，于大宝一直被外界称
作是“福将”，对此于大宝表示在国家
队肯定会全力以赴，作为前锋，肯定
想把握住每次机会，但是运气也是一
部分。
从现在开始到明年1月上旬亚洲
杯开赛前，国足将进入紧张的备战节
奏中。除了参加本赛季中超最后阶段
的竞争外，国脚们还将于11月进行两
场热身赛，并先后在广州和卡塔尔多
哈进行总时长近1个月的训练，他们
的备战强度并不亚于U25集训营的
“长期集训”
。
当外界对国足U25集训营长期集
训吐槽的时候，其实国足的备战一点
也不轻松。据了解，参加本期国足集
训的24名球员都被划入38人的亚洲
杯国足大名单，这些球员将构成征战
亚洲杯的主力军。主教练里皮也将通
过本月与印度队和叙利亚队的两场
热身赛进一步敲定亚洲杯的主力阵
容并加以磨合。

国足备战中印足球之战

下月热身对手已敲定
国脚们在打完16日晚与叙利亚
队的热身赛后将返回俱乐部，集中精
力完成中超联赛最后5轮的角逐，来
自国安和鲁能的国脚们还将分别于
11月25日、12月1日参加足协杯决赛
两回合赛事。而参加完俱乐部队赛事
后，国脚们就要重返国家队。按照计
划，国足将在11月12日也就是中超联
赛落幕后第二天重新集中，参加当月
的两场热身赛，这也是国足本年度最
后2场国际A级赛事。在足协和福特
宝公司的联系下，这两场比赛的对手
已经基本确定为巴勒斯坦队和土库
曼斯坦队。比赛时间初定在11月16日
和20日，而两场热身赛的举办地已初
定在杭州和海口。
按惯例，中国足协、中超公司将
在中超联赛落幕后举办颁奖庆典。为
配合国足备战亚洲杯，今年的庆典初
定在11月21日举行，地点为海口。将

本报讯 （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 郑智的国足百场纪念仪式将
安排在16日球队与叙利亚队在南京
的热身赛期间进行。
近来，苏州气温格外凉爽，非
常益于室外运动。训练中，疑似主
力 一 方 的 球 员 分 别 是 李 学 鹏 、于
洋、冯潇霆、王彤、吴曦、池忠国、金
敬道、郜林、武磊、于大宝。而不出
意外的话，在13日晚担任国足首发
门将的应该仍是来自上港队的颜
骏凌。而上述11名球员也都是近期
中超各队表现比较优异的。比如首
次入队的金敬道这个赛季在鲁能
庆典安排在海口也是为了国脚们免 各方面的数据都非常突出，球迷甚
受舟车劳顿之苦。
至认为他的入选姗姗来迟，在与印
度队的比赛中有可能扮演承前启
年底前往阿联酋备战
后的中场枢纽，其角色相当于老队
长郑智。
而中超颁奖典礼结束后，国脚们
据了解，中国足协与国足管理
也将获得一周多的休整之机。他们随 团队已经确定在本期集训过程中
后重新集中直到亚洲杯征程结束后才 为郑智举办“国足百场”纪念仪式。
告解散。在此期间，
国足计划先在国内 而由于在近期的联赛中，郑智作为
进行为期半个月左右的集训，随后于 一名38岁的老将消耗非常大，因此
12月19日凌晨由广州前往卡塔尔多 里皮出于为亚洲杯蓄力的考虑，很
哈进行拉练。如果顺利的话，
球队将在 可能在13日的比赛中安排郑智休
多哈进行两场热身赛，随后于12月28 息或者让他替补登场。因此纪念仪
日启程前往阿联酋，
为明年1月初开始 式将安排在之后南京热身赛期间
的亚洲杯做最后冲刺。
进行。
据了解，国足12月上旬的集训地
除了郑智之外，肖智、赵 旭 日
点很可能安排在广州，具体场地也会 等年龄相对偏大的球员也都可能
安排在距离市中心较远的场地，以便 会在13日的比赛中担任替补。对
全队安心备战。由此可见中国足协对 国足而言，本期集训技术含量和
于国足备战亚洲杯的工作格外重视。 对抗性更突出的是16日与叙利亚
而对于国脚们来说，留给他们备战亚 队的比赛，毕竟这个对手的实力
洲杯的时间其实已相当紧迫，应该分 更接近于国足在亚洲杯上的竞争
秒必争。
对手。

本报讯 有媒体报道，周星驰经
典电影《喜剧之王2
》目前已于内地开
始拍摄。
据《法制晚报》报道，这部影片
据悉将会由王宝强和姚晨担任男女
主，双方就此消息未具体表态。有记
者就此事联系周星驰公司，其发言
人表示不回应。但消息一出，便引来
众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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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救档《美人鱼2
》？

!

《喜剧之王》可以称为周星驰与
张柏芝的一部经典之作，许多人对
剧中的经典台词记忆犹新，听到这
个剧名满脑子都是回忆。而关于《喜
剧之王2
》 开拍的消息也早有传闻，
此次《喜剧之王2
》开始拍摄的消息
传出，相信影迷们应该很兴奋。
今年周星驰积极拍摄电影《美人
鱼2
》，原定于2019年贺岁档上映，但
由于该片动用了大量特技，后期制
作耗时，所以未能赶上该档期，但他
并没有放弃这个黄金档，旋即重启
当年计划，开拍其招牌作之一《喜剧
之王2
》。
在港片史上就曾有救档的先例，
而且票房还很不错，比如《东成西就》
和《东邪西毒》，而这一次周星驰希望
拍摄《喜剧之王2
》来救档《美人鱼2
》
便顺理成章了。
此外，周星驰对《喜》片情有独
钟，早在2015年时已经想开拍《喜2
》，
并曾举行选秀赛，但最终没有进行下
去，不过因为当时已经发动过，剧本
早已完成，这成为能够火速开拍的重
要因素。
而周星驰这么快做出拍摄决定
的另一个诱因，外界推测因前段时间
台风山竹把《喜剧之王》取景地摧毁
有关，
《喜剧之王》当年的取景地煤气
灯石板路以及尹天仇的住所都遭受
重创。
这样的损失让很多人心痛不已，
若重启拍摄《喜剧之王2
》，当年的取
景之地想必还会尽快修葺。无论用
与不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美好的
回忆。
姚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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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宝强、
姚晨演男女主？
由于三个月内要“速食”制作这
部贺岁片，所以班底必须要“快、香、
正”
，一向眼光独到的周星驰，是否在
第一时间想起了王宝强并向他招手？
其实早年已盛传王宝强很想跟周
星驰合作，曾于少林寺学过功夫的他
更曾自荐想拍《功夫2
》，
但最终没有落
实，
如今有机会合作，
一定不会错过。
王宝强这几年在影坛发展锐不
可当，拍了超过25部电影的他，累积
票房超过百亿元。今年推出的两部电
影《唐人街探案2
》及《一出好戏》狂扫
48亿元人民币，特别是今年春节档上
映的《唐2
》更打破了喜剧电影的历史
记录，
成为近代的
“票房之王”
！
由于他走喜剧路线很受欢迎，所
以外界称其接了周星驰的棒，并获封
为“新喜剧之王”
，如果两位“神级人
物”这次能合作，那会带来怎样的喜
剧碰撞？姚晨被指为此剧的女主，这
几年获得不少品牌宠爱的“星女郎”
林允亦是其中的一员。
当年周星驰的表演已经成为经
典，
想要PK势必承受巨大压力。

星爷让贤

邱礼涛做导演？

据称由于时间紧张，周星驰这次
没有身兼一职，导演之职交由邱礼涛
负责，本来邱礼涛手上有另一部电影
要拍，但刚巧推迟开拍，故他也能“临
危受命”操刀拍摄《喜2
》，周星驰找他
做导演，再加上该片不会有特技的场
面，
所以电影如期完成，问题不大。
有媒体就开拍《喜2
》一事致电周
星驰公司，其发言人表示：
“不回应。”
而导演邱礼涛则没有回复。
日前，林允曾在微博透露正为新
电影开工，更上传了几张“刨剧本”的
照片，外界推测是否由于周星驰素来
低调，
所以向剧组下了
“封嘴令”
，
不准
泄露风声，
故此林允都把剧本打码。
如姚晨、林允、王宝强出演成真，
这组搭档能否超越当年周星驰、张柏
芝和莫文蔚的经典组合？值得期待。

宝马集团强化对华承诺

布局中国市场

增加30亿欧元，用于未来几年沈阳生
产基地的改扩建项目：位于铁西的新
厂区建成后将使铁西工厂现有产能
翻倍；而大东厂区的改扩建项目也在
进行中，尽管产能将保持不变，但生
产体系将更加柔性化，可以根据未来
宝马车型和市场需求而逐渐拓展。因
此，未来三到五年内，华晨宝马的年
产能将逐渐增加到每年65万台，并将
创造5000个新的工作机会。
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先生表
示：
“ 我们将继续落实宝马集团在中
国的发展战略。通过持续的投资，以
及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我
们坚信中国市场是实现业务持续增
长的重要市场。宝马集团在中国的成
功与合资企业华晨宝马密不可分。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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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合作伙伴，我们将为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华晨宝马15周年庆典活动在沈
阳铁西工厂内举行，辽宁省和沈阳市
等政府部门的领导出席活动，华晨汽
车集团董事长祁玉民、华晨宝马董事
长吴小安、宝马集团董事长科鲁格、
宝马集团分管财务及中国市场的董
事彼得博士、宝马集团生产董事齐普
策、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高乐，以及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魏岚德博士等参加活动。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年，
15年以来发展为中国最成功
的豪华车制造商之一，公司业务涵盖
BMW汽车的生产、销售以及产品的
本土化开发。2017年，华晨宝马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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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禧攻略》剧照
本报讯 有媒体报道越南有意翻拍今夏大热
的网剧《延禧攻略》，
已经安排演员试镜，
而越南媒体
贴出的两国演员对比照，
引来大量网友围观讨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从媒体公布的照片中
看，此次越南在选角方面确实花了不少心思，演员
的五官和原版颇有几分神似，用网友的话说，乾
隆、魏璎珞、娴妃、纯妃还算凑合，但也有原版粉坚
决表示
“辣眼睛”
。借着原剧热度，
越南翻拍版昨日
迅速成为热点和热搜，制作人于正也注意到此事，
回应称
“《延禧攻略》版权并未售出”。
早在《延禧攻略》热播时，越南方面就曾表现
出极度热情，在本土最大的视频网站上重点推荐，
甚至比国内抢先播出八集，虽然是越南字幕，但因
为是普通话配音，导致大量中国网友“翻墙”追剧。
网上曝光对比照后，立刻给观众提供了新的“快乐
源泉”
：
“扮演‘大猪蹄子’的演员虽不如聂远帅气，
但浓眉大眼看着还算舒服”
；
“ 演魏璎珞的女星跟
吴谨言一样有一双大眼睛”
；
“蓝发耳环青年演‘傅
恒’
，
你们觉得如何？”；
“饰演娴妃的女星看起来有
点像刘翔的前妻葛天”
；
“演尔晴的女星气场不错，
不过还是要劝你善良啊”
；
“ 扮李玉的演员跟刘恩
尚一样，是个可爱的胖子”
。不过，有赞也有弹，最
辣眼睛的是明玉和高贵妃，
“ 明玉和高贵妃被黑
惨”；
“我的明玉，瞬间老了一轮啊”
；
“高贵妃那个
是男的吧”
——
—其实，之前国剧《花千骨》
《武媚娘
传奇》
《还珠格格》等剧都曾被越南翻拍，从演员到
造型都被吐槽得千疮百孔。

足协启动娃娃工程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由中国足
球协会主办的“娃娃足球工程暨娃娃足球宣传月
启动仪式”
日前举行。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宣
布活动正式启动，著名足球运动员邵佳一等嘉宾
及牵手儿童共同启动活动装置。
3~6）
本次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宣传推广（
岁娃娃
足球活动，以达到从源头扩大青少年足球人口的
目的。

世锦赛女排胜俄罗斯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女排世锦
赛复赛昨日继续进行。面对为出线最后一搏的俄
罗斯，提前晋级的中国女排依然派出主力，激战四
1力克对手实现复赛全胜，四局比分为25：
局后3：
22、
21：
25、
25：
23和25：
15。
中国首发阵容为主攻朱婷、张常宁，副攻袁心
、
颜妮，
接应龚翔宇，
二传丁霞和自由人王梦洁。

周琦伤势没有大碍
预计恢复需一个月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阳）周琦在自
己首场季前赛比赛中只打了三分钟就意外撞伤膝
盖被迫退场。新赛季NBA常规赛将于北京时间10
月17日打响，周琦此时受伤必将对他的新赛季征
程产生影响。好在检查结果显示是膝盖扭伤，伤情
不太严重。来到NBA之后，伤病几乎一直伴随着
周琦。在过去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周琦就遭遇了大
大小小三次的伤病，而这次他是第四次因为伤病
倒下。
周琦于昨日凌晨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消息
称，
“ 检查结果是个好消息，谢谢大家关心”
，预计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进行恢复。虽然这意味着周
琦很可能无法赶上新赛季的揭幕战，但好消息是，
这次受伤没有严重到断裂或者是赛季报销，不会
对周琦的运动生涯造成伤害。

96128晨报便民服务
晨报全程监督跟踪确保诚信质优售后

华商晨报便民服务业务，以优质快捷的专业
技能竭诚为沈城百姓服务。服务及加盟热线：
024-86268948

专业治理
厨房串味、卫生间反味

华晨宝马举办成立15周年庆典活动
宝马集团正在启动在中国成功
发展的全新篇章。宝马集团计划继续
推动其在中国这一全球最大汽车市
场的蓬勃发展，包括延续合资企业华
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简称华晨宝
马）合资协议，以及进一步扩大投资
增加沈阳生产基地的产能。对于这一
象征着中德两国在经济领域深化合
作的又一成果，李克强总理和德国总
理默克尔于活动当日发来贺信表示
祝贺。
在华晨宝马成立15周年之际，宝
马集团和华晨汽车集团联合宣布，股
东双方将延长华晨宝马的合资协议
至2040年 （从2018年至2040年），进
一步深化双方的成功合作。
与此同时，对华晨宝马的投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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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铁西工厂总产量约40万辆，同比
增长约30%。
成立至今，华晨宝马已在中国发
展超过350家零部件供应商，而其中
80余家坐落于辽宁省内。2005年以
来，华晨宝马保持沈阳市最大纳税企
2017年纳税超过240亿人民币。
业，
华晨宝马的发展还为当地创造了
18000多个直接工作岗位，并为本地
人才的培养做出了贡献。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辽 ## &#"%'

读者热线：
#%( &)*"%'

天气转凉，居家门窗透气性较差，卫生间和厨
房出现不同的异味时，严重影响到居家生活环境
的空气质量。本报便民服务商利用专利产品、
专业
技术，拥有10余年除味经验，一户一方案为您解决
反味的烦恼，彻底解决家中厨房串味、厕所反味的
问题。同时推出节水宝产品，
适用所有规格型号马
188
桶，平均节水率高达30%~50%，全国统一价：
96128、
元 /套 ， 免 费 保 修 一 年 。 便 民 热 线 ：
15840475250

爱群依邻，
生活好帮手
承接家政服务，管道疏通、地热防水工程。时
值秋季也是清理电器好时机。油烟机由于经常在
油烟环境中工作，一直是家用电器中最难清洁的，
既浪费时间，又容易损坏机件，爱群依邻全方位清
洗油烟机和空调，
专业帖心、品牌服务。预约热线：
96128、
1556622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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