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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兴李铁8号足球公园开园 里皮执教国足后首次来沈——
—

“来之前真的没想到，
他有这么大的足球梦想”
础。希望沈阳能有更多的孩子来踢球，喜
欢上足球，未来像李铁一样成为出色的足
球运动员。”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刘阳）中国
足球环境不断改善，青训建设的热情也不
断提升。昨日，李铁8号足球公园举行开园
仪式，备受瞩目的国足主帅里皮亲自前来
捧场。毫无疑问，他的到来成为了昨日沈
城体育圈的头号热点事件。里皮能来让很
多球迷倍感兴奋，因为这是他担任国足主
帅后，首次来沈。
里皮能够来沈，与他这么多年和李铁
的默契相处有很大关系。两人可谓交情深
厚。
“我五年前第一次来中国，执教广州恒
大队，带来了我的意大利团队。刚到中国
的时候，俱乐部给我介绍了一个非常优秀
的中方教练，就是李铁。几年来，在广州恒
大和中国队，李铁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
大的支持。尤其是我当国家队主教练的时
候，我主动提出一定要让李铁加入教练
组，这些年我和他合作得非常开心。没有
李铁，
我很难取得那么多的成绩。”
说起助手李铁，国足主帅里皮可谓不
吝溢美之词。
如果说，他的这番表态让人感觉是意
料之中，那么里皮之后的发言不但让人感
到意外，连他自己也接连说了好几个“没
想到”。

李铁很感动
里皮早上4点起床赴沈

里皮很动情
替李铁感谢各方帮助
“我真没想到，李铁足球公园建得这
么好，希望这么好的足球场能够培养出很
多出色的足球人才，这样中国足球才能够
腾飞。”里皮一开口就让人看出了他的惊
讶。虽然，中国足球水平还不高，但民间足
球，民间青训搞得这么红火，还是让他有
些意外。
沈阳作为中国足球重镇，致力于打
造”中国足球之都“，后备力量培养是关
键。对于青训培养的重要性，里皮再清楚

里皮和李铁与可爱的小球员亲密接触

■网易辽宁 陈鸿博 摄

不过了，但是他没想到的是，李铁的想法
这么长远，而且运作这么快。里皮说：
“李
铁作为沈阳人，非常关心家乡足球发展。
但是，
来之前，我真没想到，李铁有一个这
么大的足球梦想。”
里皮表示，他被李铁的足球梦想深深
地打动了，
“正因如此，邀请我来出席开园
仪式时，我发自内心地高兴，马上就接受

建行辽宁省分行举行
“龙行天下

了邀请。”
对于这位陪伴自己多年的助手，里皮
讲话颇为动情，甚至替李铁感谢起了大家
的帮助，他说：
“ 李铁为沈阳足球、中国足
球所做的贡献令人钦佩，也感谢社会各方
面对李铁的帮助和支持。有了这么好的足
球公园，这么出色的足球场，一定要有出
色的足球青训教练，给小球员们打好基

里皮亲自前来，这让李铁非常感动：
“今天早上里皮4点就起床了，然后我们一
起从天津赶到了沈阳，从这可以看出，里
皮对中国足球的巨大支持，特别是对足球
青训的重视程度。里皮教练和我，是朋友
也是师生，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李铁从恒大俱乐部，到国家队，一直
是里皮最信任的中方教练。在如何根本性
提升中国足球水平上，他的观点很明确，
那就是只有发展青训一条路。而里皮也在
不同场合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对此，李铁
说：
“在青训理念上，我的很多想法都得到
了他的支持。他一直强调，任何一个国家
足球运动的发展，青训都是最关键的。里
皮很重视中国足球的发展，他对中国足球
的热情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是李铁40岁生
日，很多圈内好友都通过视频表示了祝
贺。但李铁在送出众多感谢的同时还特别
感谢了一个人——
—曲乐恒。
“还有曲乐恒，
这位我昔日的好队友，如今的好搭档，是
他每一天都在这里，见证着足球公园的无
从到有，
帮助我将梦想变为现实。”
位于浑河南岸的李铁8号足球公园
拥有三座气膜馆、五块室外足球场。场
地按照专业足球场的标准建设，是东北
唯一通过国际足联最高级别二星认证
的室内专业足球场。昨日，不少小球员
在这里训练。里皮也亲自登上球场与小
球员亲密接触。对此，李铁颇为感慨：
“你也看到了，里皮在和小球员在一起
时是多么开心。”

支付无忧”
龙支付产品推介会

5月18日，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在沈
阳举行“龙行天下 支付无忧”龙支付产
品推介会。龙支付产品是建设银行运用
互联网思维、打造金融生态系统、围绕客
户体验推出的统一支付品牌，也是同业
首个融合NFC、二维码、人脸识别各种技
术，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的全新支付产
品组合。
建行龙支付在整合现有全系列产品
功能的基础上，新推出了“建行钱包”和

“二维码支付”两个全新产品，是人民银行
《条码支付业务规范》 正式发布后业内首
款开通二维码支付功能的革新产品，具备
了建行钱包、全卡付、建行二维码等八大
功能，并拥有更开放的用户体验、更多样
的支付方式、更丰富的支付场景、更安全
的支付环境等在内的四大优势。
龙支付产品的发布推出，是对过去传
统支付结算和收单业务的重大革新，更是
传统金融行业向“互联网+”转型发展重大

突破。
推介会上，建行辽宁省分行邀请华润
万象、沈阳大悦城、等60余家商户及知名
企事业单位代表参会，共同见证这一重要
时刻。
同时建行也向更多的商户和合作伙
伴发出要约，支付结算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需要多方合力，建行真诚期待与各方共同
携手，共同助力辽宁省消费支付市场的发
展繁荣，
振兴辽宁经济发展。

戛纳红毯现沈阳人身影
24岁李智雪成亮点
本报讯（华商晨报
记者 袁娜）第70届戛
纳电影节于当地 时 间
17日晚正式开幕，沈阳
姑娘李智雪登上 令 人
瞩目的戛纳红毯。
24岁的李智
据悉，
雪这次是受组委 会 邀
约，首次登上 戛 纳 红
毯，出席开幕式。她也
是登上戛纳红毯 出 席
开幕式最年轻的 一 位
中国籍艺人。
李智雪毕业于北
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代
表作有《藏地密码》
《终
极杀戮》
《抗大战歌》等。
此次戛纳之行，李
智雪是携着最新 作 品
《绝杀》而来。在剧中，
李
智雪饰演了一名冷艳美貌的女侠，
行侠仗义，
拯救江湖。
谁都知道，戛纳红毯一直是世界各国和地区明星争
奇斗艳的专区，
如何脱颖而出绝对是一门学问。沈阳姑娘
李智雪身着碧绿色丝质礼服、搭配银色高跟鞋，展示出青
春的东方优雅气质。据透露，
李智雪本次形象由法国顶级
设计师量身定制打造。独特的东方水墨风裙摆，别具一
格，
使李智雪在巨星云集的红毯区得以脱颖而出。
李智雪登上戛纳红毯，标志着中国新一代艺人在全
球化的影视市场和格局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辽足下周迎战德甲劲旅科隆队
曾效力科隆队的乌贾非常兴奋——
—

“带前队友逛沈阳故宫”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刘阳）中超联赛正进行得
如火如荼，辽宁沈阳开新队在上轮击败重庆力帆之后，
本周末将迎战河北华夏幸福。值得一提的是，下周中还
有一场友谊赛会吊足球迷的胃口。5月24日19时30分，辽
足将在沈阳奥体和德甲科隆队进行一场友谊比赛。而5
月27日，辽足将在这里迎战延边富德队。
科隆队一直是德国足球的一支劲旅，本赛季在德甲
联赛上表现十分出色，在还剩一轮的情况下，排在德甲
第7，与排名第5的柏林赫塔只差3分，仍有希望争夺欧联
杯入场券。
记者从辽足了解到，这次比赛是两家俱乐部达成战
略友好俱乐部后首次进行的交流比赛。
科隆此次将乘包机来沈，
抵达时间为5月22日。为了
打好本次比赛，科隆队全部主力球员都将前来，包括排
名德甲射手榜第三的法国前锋莫德斯特，还有德国国脚
赫克托尔和塞尔维亚籍中后卫苏博蒂奇等大牌球员。科
隆是德甲联赛的创始成员兼第一届冠军，历史上共夺得
1978赛季的双
三届德甲及四届德国杯冠军，包括1977/
料冠军，是德甲成立初期最成功的球队。
有意思的是，听说科隆队要来，辽足前锋乌贾兴奋
不已，因为他曾在科隆效力了三个赛季。如今，科隆队在
德甲表现出色，乌贾也感觉很开心：
“ 在科隆效力的时
候，因为球队年轻球员居多，所以大家总喜欢凑在一起
开玩笑，关系特别好。现在科隆队年轻队员越来越成熟
了，我一直关注他们的表现，到现在也经常和他们联
系。”谈到与老队友见面时怎么做，乌贾给出的答案是
“逛吃逛吃”。他说：
“我想带他们去看看沈阳故宫，当然
还要品尝一下沈阳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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