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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纳斯：
球队胜利才是一切，喜欢大家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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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

作为深圳佳兆业核心球员之一和挪威国家队主力后腰，塞尔纳斯自加
盟深圳队以来就备受关注。在前几场比赛中，他不负众望，以出色的发挥帮
助球队斩获佳绩，也成为了对手重点“照顾”的对象。这位从挪威远道而来、
加盟深圳佳兆业不足 60 天的球员，他在深圳生活得怎么样，对中国和深圳
的印象如何，对球队有什么看法和期许，业余时间有什么爱好……带着球迷
们关心的这些问题，本刊联合深足 TV 一起专访了塞尔纳斯。

每场比赛两支球队的水准都很接近，因此球队必
The most important is 3 point.

须尽全力才能够争得三分。我们在头两场比赛取

球队胜利才是一切

得了胜利，然而不幸地输掉了第三场比赛。我们
必须每场比赛都拿出百分百的状态才能够确保胜

Q：向深圳球迷介绍一下你的祖国挪威吧

利，这让我们不停地激励自我去变得更好。这很

A：这是一个和中国很不一样的国家，显然中

艰难，但是我喜欢这样的挑战。

国 比 挪 威 大 得 多， 人 也 多 得 多。 我 来 自 一 个 叫 做
Trondheim 的地方，在挪威的正中间，那里只有 30 万
人。在挪威气候很寒冷，我更喜欢深圳这里的暖天气。

Q：来到深圳以后，气候方面习惯吗？深圳的
夏季漫长且炎热潮湿，这对你的发挥有多大影响？
如何应对？

Q：挪威和你家乡的足球氛围怎么样？

A：显然挪威和这里的气候很不一样。挪威的

A：挪威足球虽然不是最强的，但是足球在挪威

冬季很长，下雪很多。我曾经在法国踢球，那里

非常受欢迎。我的家乡球队罗森博格队是挪威最强大

的气候暖和一些。深圳现在的气候对我来说是完

的球队。从小作为罗森博格的铁杆球迷，我经常去现

美的，但是真正的酷暑还没有到来，也许到那时

场看球队的比赛，长大之后能够为该队效力是我儿时

候才是对我真正的挑战。我们曾经在曼谷进行过

的梦想，我在成长为球员之后实现了这样的梦想。

季前备战，那里的气候也很炎热。

Q：有家人从事足球运动吗？你是几岁开始踢足
球的？

It's an amazing city . It's a good place to
live. I think Shenzhen is a good choice.

A：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球员，他也曾经为罗森博
格队效力，但是他是一名守门员，在我成为球员的

深圳是一座非常棒的深圳，来到深圳是一个很棒
的决定。

时候他成为了一名足球教练。我的哥哥大我 5 岁，
他也是一名足球运动员。从小在浓厚的家庭氛围中，
我就励志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天来到的时候，每一个队员都在训练营中竭尽全力，
Q：首轮比赛，梅开二度，球队也赢了，那场
比赛有收到特殊的礼物或者祝福吗？
A：我接到了来自亲朋好友的祝贺，然而对我

Q：为什么选择来中国踢球，为什么选择了深圳？

来说，胜利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假如我进了两球然

A：当时深圳非常渴望引进我，这种渴望让我感到

而球队输球了，我也不会开心。打进两球显然是赛

非常开心并最终加盟。除此之外，深圳队的勃勃雄心

季的理想开端，然而正如我所言，胜利才是一切。

也令我心动不已。我之前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但我通
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中国这个国家，以及深圳这个城市，
并最终做出了来这里踢球的决定。目前而言这是一座
非常棒的城市，在中国的生活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Q：如今你已经成为对手的“众矢之的”，你
心理上有做好准备吗？你是如何看待的？
A：我并不在意对手的“特别关照”，我在意
的是自己如何尽全力表现自我，为球队付出一切。

Q：来中超踢球已经三轮了，对中超的感觉是什

我唯一的目标是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么？法甲相比，有什么异同？
A：去比较两个不同的联赛总是很困难的，但
是我对中超最大的感触就是：每场比赛都很艰难，

Q：你觉得深圳佳兆业队是怎样一个集体？
A：这个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很努力。我第一

这是我对于这个集体的第一印象 : 每一个成员都很
职业，充满了奉献精神。这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天道酬勤，前两场的比赛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胜
利的回报。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的表现，我们将会有
一个完满的赛季。
Q：之前你回挪威国家队参加比赛，有队员对你
在中国的经历感兴趣吗？你是怎么向他们介绍的？
A：当然，他们问了我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
们对此非常感兴趣。我告诉他们，我虽然刚来不久，
但是非常享受这里的生活。总之跟队友谈到这里的一
切我都是赞不绝口，不管是场上还是场下的事情。
Q：北京国安队的归化球员侯永永也来自挪威，
你听说过他吗？你们之前有交集吗？
A：当然，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其实来自同一

人物 档案
塞尔纳斯
Ole Kristian Selnaes

·出生地：挪威
·出生日期：1994.07.07
·身 高 :187cm
·体 重：77kg
·位 置：后腰

个城市，他也曾经在罗森博格队效力。不过我在那
里效力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并没有很多出场机会。
当我们在中超赛场相遇的时候， 他就不会是我的朋
友了，哈哈。
Q：你举得主教练卡罗是怎样一个人？风趣还是
严肃？能否举一两个交往的例子吗？
A：他是一个既风趣有时也很严肃的人，一个
很 职 业 的 教 练。 他 和 他 的 团 队 每 次 训 练 前 都 会 做
充 分 准 备， 在 训 练 和 比 赛 中 他 很 认 真， 闲 暇 时 间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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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练寄语
■

a vosotros, a esa maravillosa

CARTA A NUESTRA AFICIÓN

afición del Shenzhen, os pedimos
que nos sigáis acompañando con

致球迷的信

vuestra presencia y con vuestros
cánticos en la grada tanto en los
partidos de casa como fuera.
此外，我代表全体球员及我自己，

Shenzhen, 3 de Abril de 2019
深圳

再一次向我们的主席、董事长、总经理

2019 年 4 月 3 日

以及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们表达感谢，感
谢他们亲切的关怀和一直以来的帮助。
Estimados amigos:

都很有竞争力，阵容都很强，每一场比

亲爱的朋友们

赛为了取得胜利我们都必须全力以赴。

La temporada no ha hecho más

你们，深圳最伟大的球迷朋友们，请继

que comenzar, pero creo que ya

续支持我们、继续陪伴我们，用你们呐

nos hemos ganado un sello y un

喊声、用你们的歌声给予我们最大的动

Os escribo estas líneas cuando

Os aseguro que seguimos con

reconocimiento como un equipo

力。无论是主场客场，我们都需要你们

ya llevamos tres partidos de liga

la misma confianza en nuestras

difícil de batir, como un equipo

的支持。

en los que hemos conseguido unos

posibilidades de conseguir un

unido, como un equipo solidario

resultados aceptables con dos

objetivo ambicioso, y tengo

en el trabajo y como un equipo

No va a ser fácil, pero

victorias en las dos primeras

dicha confianza porque veo a

que sabe utilizar sus fortalezas

seguiremos dando alegrías y

jornadas y una derrota la pasada

nuestros jugadores haciendo

y sabe atacar las debilidades del

emociones positivas.

semana. Nada nos ha sorprendido

un extraordinario esfuerzo en

rival.

porque ya sabíamos de antemano que

cada entrenamiento para mejorar

iba a ser una temporada difícil

sus capacidades individuales y

经把球队塑造成了一支硬队、一支难以被

con equipos muy competitivos y

colectivas, y porque veo que

战胜的队伍。我们同时也是一支团结的队

Un abrazo

consolidados en la categoría y

el equipo continúa creciendo

伍、一支有凝聚力的队伍、一支知道发挥

一个拥抱！

que cada partido iba a suponer

y

cada

自己优势而且懂得利用对手缺点的队伍。

un extraordinario esfuerzo para

partido.
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依然抱

Desde estas líneas, en mi

conseguir la victoria.

consolidándose

en

联赛不简单，我们继续开心积极地

联赛才刚刚开始，但我认为我们已

去面对！

在经历了三场联赛之后，我在此给

有很大的信心去完成我们充满野心的目

nombre y en el de los jugadores,

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我们取得了

标。我的信心，源于我看到我的球员们

doy las gracias de nuevo a

一个可以接受的战果，前两场比赛都取

在每一堂训练课都倾尽全力去提高个人

nuestro Presidente, a nuestro

Juan Ramón López Caro

得了胜利，上周输了一场。联赛并没有

以及团队的能力，源于我看到我们的球

Gerente y al personal del Club

胡安·拉蒙·洛佩兹·卡罗

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因为我们提前就

队在每一场比赛里面都在提高成长、都

por todo el cariño y apoyo

知道了这将会是一个艰难的赛季：对手

在变得更加强大。

que nos siguen mostrando, y

Head Coach Shenzhen F.C.
深圳佳兆业队主教练

（上接 2 版）
里他也可以和你无话不谈。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Q：有没有想去的深圳景点？（世界之窗、锦绣
中华、莲花山？）

Q：队里哪位队员让你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
A：我和姆本格、卡马拉都做过队友，非常熟悉；

A：等几周我女友过来之后，我们计划去这个城
市探索很多没去过的地方。

此外，普雷西亚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球员，经常给
我们开玩笑、讲笑话，是队里的开心果。

Q：知道哪些中国菜？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一道中
国菜？

Q：平时怎么跟队友交流？
A：我现在还没办法用中文跟队友去交流，球队
中有很多球员都可以说英语，以后我会好好学一些
中文。

A：我喜欢这里早茶时候吃的“点心“，味道非
常美妙。
在我来中国之前大家都说中国菜和欧洲菜很不一
样，但是我来之后我很享受这里的食物。太传统的中
国食物我也许不会吃很多，但是总体而言这里的食物

Q：来深圳有一阵子了，有球迷想问你平时业

很棒。我很喜欢寿司，尽管我知道它不是中国菜。

A：头两场的氛围太棒了。我希望能够用不

余时间干什么？
A：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忙碌于处理比如找房这样
的个人事务。在这之后我会花时间观光深圳的美景。

Q：你有哪些业余爱好？
A：我喜欢打高尔夫球，虽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打
高尔夫球了，我听说深圳有不错的高尔夫球场，也许

Q：训练和比赛之余，喜欢去哪里？球迷们很
想去那偶遇你。

来放松。
Q：有没有认识的或者喜欢的中国明星，比如影
A：我非常喜欢成龙和李连杰。

always need to perform 100% to win the game .
我们必须每场比赛都拿出百分百的状态才能
够确保胜利，这让我们不停地激励自我去变得
更好。

球迷来到主场支持我们。作为球员来说这样的
氛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充满战斗力。
Q：球迷们给你起了个昵称——奈斯（NICE），
跟你的中文名很相近，觉得这个名字怎样？

星或者歌星？
This is what makes you better, when you

断的主场胜利来延续这样的氛围，使得更多的

我会去光顾。当我在家时，我也喜欢玩一些 PS4 游戏

A：在 COCOPARK，我非常喜欢一个叫做“鲨鱼”
的餐厅，我会经常光顾那里。

Q：觉得深圳球迷现场助威的气氛如何？

Q：知道哪些中国或深圳的知名品牌？比如海尔、
华为、腾讯？
A：我当然知道华为，是非常大的品牌。不过我
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是深圳的，这很酷。

A：我没有办法明白中文，所以没有办法去
欣赏球迷给我的中文外号。但是我喜欢英文 nice
的寓意，这样的祝福让我十分开心。
Q：想对支持你的球迷说些什么？
A：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支持让我们充
满前进的动力，你们创造了令人振奋的氛围。我
们会全力以赴回报你们的支持。

第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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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不见，
◎文 / 蓝色鸥鹏 LSOP
的教鞭，那一刻是非常突然的——我还记得那一天我是坐在公交

3 月 31 日晚上，深圳佳兆业队迎来重返中超后第一个客场比赛，全场比赛都

车上看到手机上的消息，看到消息之后我的心情很激动。但是，

捏紧双手坐在电脑跟前看直播的我，最终没有看到连续第三次的逆转。作为球迷，

对我而言，我激动的并不是球队的换帅，而是再一次看到了深足“当

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输球显然是没有赢球来得痛快的，我当然也不例外，看到疲

机立断”的决心。因为，如果深足就是深圳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

惫的塞尔纳斯、无奈的普雷和难过下场的葛队，心里自然还是有些失落。

的话，深足就应当内在地蕴含深圳这座城市的精神——包括它的
果决、它的效率、以及它不断改写奇迹的能力。果然，卡罗挂帅

套也逐渐把关注的重心从大连实德、山东鲁
能、上海申花等传统强队，转移到了深圳平
安以及后来的深圳健力宝。
当然，在我刚刚意识到自己成为深足球
迷的时候，我就要接受中考、高考的考验，
尽管能看到改披 10 号球衣的郑智成为中场核

之后的深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仅保持多轮不败，更是在最终
压哨时刻反超绿城，携手武汉冲超成功！
冲超那天，我这个“不合格”的球迷依旧守在电脑面前看直播，
梅州客家战胜杭州绿城的消息传来时，看到了深圳体育场那狂欢的
海洋，我流下了眼泪。
深足精神：拼到最后一刻才是深足本色

心、能看到当年的 7 号吉马进球后的空翻、

2019 年的深足已经并入了中超版图。头两轮的比赛我全程看

能看到 2004 年夺冠那一幕球员们写在脸上的

的网络直播，第 2 轮对战天津天海的比赛，甚至我妈妈和我老婆都

兴奋，但我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需要抓

陪着我看了，我妈妈照样问着我场上球员的名字，甚至还问我：“杨

紧学习的我，不能再“垮”了。

晨不在球队了吗？”我妻子则容忍我在最后补时阶段反超 + 绝杀时

逐渐远离深足的我：残缺的 22 号球衣让我揪心

肆意大吼，等我吼完了她才塞给我一个苹果、逼我吃下去。

再一次关注到深足的消息是网上登载的
深足欠薪的新闻，我看到这一条新闻的第一
反应是“讽刺”，第二反应则是“难过”。
那时候上大学的我已经一心奋斗在学业上，
“深足”仿佛已经像我小时候的玩具一样被
我封存在了角落，但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内心里不自觉地一阵悲痛。

3 月 31 日晚，客场挑战重庆斯威的比赛，一个 0:1，让重庆兄弟
们尝到了赛季第一场胜利的甜美。我看着我支持的队伍，我承认我有
失落，但这种失落并不是失望，而是一种不甘，一种不服输的不甘 . 但
是我更知道，赢了是痛快，但输了才更真实，输了才能更加让我们自
己知道自己的斤两。
落笔至此，我翻了翻赛程，深足下一场将在主场与“老对手”
山东鲁能掰手腕。好久不见，我的深足！

很 显 然， 多 年 不 关 注 深 足 的 我 只 能 念
叨出这极少数几位球员的名字，最痛心的莫
过于有一场比赛中 22 号袁琳的那件刺眼球

球迷 剪影

衣——明眼人都看出来了，背后的号码“22”
中，有一个“2”是用彩色笔涂出来的！我不
禁回想着我可爱的大深圳，那几乎一天一栋
楼的速度，那逐渐让全国人民望而兴叹的人
均 GDP，那曾经不知道谁说的一句“深足是深
圳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心中不禁泛起一
阵冷笑。只是当我看到当时场上的深足球员
仍然在拼死守着自己的球门时，这种感动之
余的反差让我差点就掉下了眼泪。
对深足最早的记忆：桑德罗和李毅联手拿下
的胜利
我是一个 80 后、90 前，出生在深圳，用

重拾对深足的记忆：我喜欢那一身勒杜鹃战袍
对我和深足之间的缘分来说，2016 年绝
对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佳兆业”这三个字

前辈们的话说，我本来应该算是“垮掉的一代”。

重新吸引我的关注。要知道，那一年我刚好

小学时每到周一，就会有踢球的小伙伴在讨论

收到过佳兆业集团的猎头有关工作面试的邀

甲 A 联赛，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深圳有自己的

请，只是我当时已经求学在外，不可能回来

足球队——深圳平安。于是乎，我从小伙伴那

工作。

儿打听到了某个有比赛的周末，等到父母都出

2016 年和 2017 年的中甲，深足几乎每

去了我才打开电视机，第一次在电视机里看到

一场比赛我都在线看了直播，以至于后来成

了日后逐渐怀念的深绿色球衣。

为我妻子的、当时的女朋友还怪我只看直播

我已经不记得那一场深圳平安是跟谁比

不理她。她曾经很不理解地问我，除了因为

赛，只知道进球的球员叫桑德罗和李毅，显

佳兆业曾经邀请过你工作面试这个原因，你

然我也不知道其他球员叫啥，看到球员进球

有啥理由支持这样一支普普通通的球队？作

后开心的拥抱在一起，心情别提多激动了。

为已经成熟的男人，我当然不会回答她这个

从那时候起，周末到了比赛的时间，我一定

问题，一来是因为老婆显然比深足要大，二

会打开电视机场场不落看比赛。到后面甚至

来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佳兆业入主的深足，

连我妈妈没事儿了也陪着我看一会儿，还经

让我仿佛看到了那支熟悉却又陌生的深足：

常问我那个球员叫啥名字。

不一样的人，一样的斗志。

成为深足球迷的我：需要抓紧学习了

骨子里的深足情节：卡罗上任激动人心

之后几年，深足成绩越来越好，央视 5

2018 年，深足宣布卡罗接过王宝山指导

↑ 2019 赛季首轮深圳佳兆业球迷激情助威

←深圳佳兆
业补时逆转天
津 天 海 后， 一
名深圳球迷高
举助威鼓庆祝

记者手记
2019.4.5 星期五 本版编辑：吴 丰

山城重庆，满城都是麻辣火锅的味
道，深圳佳兆业新赛季的第一个客场之
旅，似乎注定不会平淡收场。

5

重庆客场很“麻辣”

3 月 31 日晚，渝深之战在闻名中
超的“魔鬼主场”重庆奥体中心打响，
现 场 涌 进 了 27848 名 观 众， 其 中 包 括
700 余名深足球迷。这场对主、客队而
言价值 6 分的比赛由“金哨”马宁执法，
这位“掏牌狂人”在第 65 分钟罚下重
庆斯威外援“大摩托”费尔南迪尼奥，
并在第 80 分钟罚下深足队长葛振，而
两张红牌，也成为了球迷赛后热议的话
题。这场“双红”战，让深足尝到了赛
季首败，0-1 不敌此前未尝胜绩的重庆
斯威，这样的结果给此前斩获两连胜的
升班马浇了一盆凉水，让大家更加冷静
清醒地认识到中超无弱旅。
卡罗在赛前就预料到深足将遭遇
一场硬战，他说小克鲁伊夫执教的球
队在有球方面做得特别好，三名外援
很有实力，我们需要在比赛中照顾好
所有的细节。
不仅在比赛中要注意细节，在比赛
之外，卡罗也会对球队的管理有细致的
要求，比如饮食方面。深足全队在酒店
单独的餐厅就餐，而在无辣不欢的重庆，
卡罗不允许队员们在比赛日当天享用重

口味的食物，他让工作人员撤掉了辣椒

克足球鞋不得少于 6 双，替补席必须全

而在响彻奥体中心的“重庆雄起”的呐喊

油和有辣味的红烧牛肉，队员也向记者

部是耐克，如果替补席人员没穿耐克鞋，

声中，客场作战的深足未能改写比分，以

透露，球队的餐桌上禁止红油，只配备

就需要注意进行 logo 遮挡。

一球小负于对手，“饮恨”雾都。这一次，

了口味清淡的调料。

挪威国脚“双子星”塞尔纳斯和卡

深足没有上演逆转好戏。

由于深足有不少北方球员，面食一

马拉在完成了欧洲杯预选赛之后，于比

足协方面的比赛数据显示，主客双

向很受队员们欢迎，外援塞尔纳斯、普

赛前三天才归队，塞尔纳斯从阿姆斯特

方势均力敌：射门次数 10-10，控球率

雷西亚多也学着国内球员，在吃面时有

丹中转，当他本人抵达香港时，他的行

50%-50%，角球 5-6，犯规 14-17，红牌

模有样地佐以各种调味料，不过，对于

李还没有托运到香港，导致他在比赛时

1-1。

重口味的重庆小面，也只有卡马拉一人

没有自己的护腿板可用。塞尔纳斯本来

赛后，当卡罗走进球队休息室时，

敢尝试，当然是在比赛日之外。

想借用卡马拉的护腿板，但是，他嫌卡

眼见葛振一个人失落地坐在那里，连衣

马拉的护腿板太长，
“和我的腿一样长”，

服都没换，卡罗过去拍了拍队长并安慰

足在各方面的安排都很上心，出行准备、

然后，这位深足 10 号借用了队友孙晓

了他。次日上午，卡罗给全队开会，大

食宿交通、装备管理等各方面全部按照

彬的护腿板打满比赛。

家互相鼓励，葛振也向全队表达了歉

做为升超后的第一个客场比赛，深

中超联赛的各项规定来执行。领队魏守

和联赛前两场比赛的“剧情”很相似， 意，队内氛围并没有因为这场失利而变

华介绍：中超联赛感觉各方面正规、专

在与重庆斯威的比赛中，深足又是率先丢

得压抑沉闷，卡罗鼓励大家：记住这场

业许多，对球队服务工作也提出了更高

球的一方，而且又让对手领到一张红牌，

比赛教给我们的东西，从现在开始，大

的要求。比如正式的场合必须穿耐克，

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深足一度起了势，

家要把注意力放在周五与山东鲁能的比

每次出行就得提醒全队，比赛场上的耐

不过，
队长葛振在第80分钟因犯规而染红， 赛中。

（上接 4 版）

球迷 剪 影

↓深圳佳兆业远征球迷在重庆

（茉莉）

开幕式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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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最好的城市名片，而体育赛场则是城市文化
和精神最好的展示舞台。
中超联赛开幕式作为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的年度首秀，
在深圳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落地，并向全球 96 个国家和

中超 惊艳开幕，深圳 向世界展现魅力

地区进行直播，全面地展示了中超联赛及深圳的城市魅力。

深圳首办中超开幕式融合传统与先锋科技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中国足球协会党委书记杜兆才宣布
2019 中超联赛开幕

3 月 2 日，深圳龙岗大运中心体育场璀璨生辉，2019 赛季中超联
赛开幕式及揭幕战在此盛大举行。作为中国顶级职业联赛的年度首秀，
中超开幕式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落地，备受世界瞩目。
本次活动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中超联赛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
足球协会、深圳市足球俱乐部承办，佳兆业集团控股、佳兆业文体集
比赛现场，深圳球迷在观众席打出标语感谢佳兆业集团主席

团协办，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作为支持单位，全力呈现高规格
的体育文化盛典。
开幕式邀请到国内外重量级嘉宾到场助阵，西班牙甲级联赛主席特
巴斯等国际联赛代表，国家体育总局、广东省体育局、中国足协，以及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小甘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观看比赛。

擘画城市文化盛典
本届开幕式的主题为“超精彩”，这也是今年中超联赛官方宣传口号，
诠释着联赛不断进取，一心向前，超越自己的伟大胸怀。在一片充满梦
幻色彩的灯光秀中，本届开幕式的第一篇章《奋发有为》正式启幕。
为彰显深圳魅力、展示锦绣鹏城改革跃变，开幕式引入具有深圳本
地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鱼灯舞”，主体鱼灯数量为 16 只，代
表中超联赛走过的 16 载岁月，也代表了中超联赛的 16 支队伍。以鱼灯
为载体的跑动变换，展现出团结的足球精神，其中鱼跃龙门、化身为龙
等典故蕴含对于中国足球的希望。同时，开幕式还邀请到深圳本土青年
钢琴演奏家左章助力演奏，展示深圳这座活力城市的年轻元素。

深圳佳兆业队 队长崔民代表球员宣誓

CCTV5 著名解说员张斌担
任主持人

音乐才子胡彦斌献唱中超主题曲《超越》

的足球梦而汇聚一堂，足球这种世界语言，将所有人的心吸引到一起，
也代表着中国足球的未来生机勃勃，并将不断创新、勇攀高峰的勇气传
开幕式现场创新采用国际先进的 3D 全息投影技术，16 台巨型投影

3

网易：
中超揭幕战全球 96 国家地区直播
开幕式及揭幕战向全球 96 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直

机映射绿草茵，再现历史影像，用俯瞰的视角展现出深圳改革开放四十

播，全面展示中超联赛及深圳的城市魅力。

年来蓬勃发展的壮阔画卷。同时配合投影影像，展现中超联赛走过 16

1

年峥嵘历程，向全国人民发出邀请，欢迎大家参与到足球这项伟大的体
育事业中。文艺表演的最后，音乐才子胡彦斌献唱全新编排演唱的中超
主题曲《超越》，预示一个锐意进取，超越精彩的联赛也与之呈现。

新华社：
开幕式活力与新潮兼具
具有深圳本地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鱼

创启深圳精神基因
足球，是最好的城市名片，而体育赛场则是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
一个最好的展示舞台。2019 中超开幕式落户深圳，对深圳体育文化事业

2

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意义非凡。
2019 新赛季是中超联赛在更高起点上追求创新发展的关键之年，

开幕式体现出深圳高新技术和本地非物质文化遗

灯舞”以及 3D 全息投影、主题曲演唱等文艺

产特色，创新性地展现高规格体育文化盛典，为深圳

节目为中超开幕式注入活力与新潮元素。

乃至世界的球迷展现拼搏进取、独特创新的深圳精神。

人民网 :
开幕式在公益环节达到高潮
开幕式真正的高潮在最后的公益环节上。

从深圳这座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出发，中超将描绘更宏伟的发展蓝图，而

4

深圳晚报 :
深圳首办中超开幕式融合传统与科技

5

深圳侨报：
深圳本土元素与先锋科技交相辉映
这是深圳本土元素与先锋科技的交相辉映的一场

深圳佳兆业队也将在此起航，在接下来长达 270 多天的 2019 中超赛程中，

前国脚李毅、艺人 Angelababy 和两位队长崔民、

秀，共同呈现出一场具备全球视野、体现深圳魅力的

两千万深圳人将同佳兆业一起，为深足赋能，见证“深圳精神”再度引

张呈栋一起亮相为公益助力。

文艺汇演，开启中超新赛季的征战步伐。

领深足创造奇迹。

深足名宿李毅携手 Angelababy 压轴亮相并现场观赛

向深圳市足球俱乐部致信感谢

媒体 聚焦

递给所有热爱足球的人们。

深圳本地文化特色非遗视觉秀《鱼灯舞动》

中超公司就开幕式筹办

第二篇章《永无止境》表演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为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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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深圳佳兆业 3:1 河北华夏幸福

2019 中超预备队联赛
第一轮

（3 月 3 日）

深圳佳兆业 2:1 河北华夏幸福
进球队员及时间：53 分钟，孙晓彬

79 分钟，王艺程（点球）

出场阵容：3- 吕海东（46’ 18- 徐洋）、4- 乔巍（46’ 42- 叶力
江·什那尔）、6- 李强、7- 卡马拉（46’ 51- 魏立平）、8- 王艺程、

控球率 %

39

61

传球成功率 %

76

88

17- 周鑫、22- 李晋庆、28- 孙晓彬、39- 甘超（46’ 21- 蔡镜源）、

射 门

9

5

传球次数

287

555

16- 周亚君）

射

正

5

3

角 球

0

12

抢

拼

88

98

定位球

5

17

深圳佳兆业 2:1 天津天海

43- 热阿普哈提·阿不列孜（61’ 32- 陈阜俊）、53- 窦志富（46’

第二轮

（3 月 11 日）

深圳佳兆业 2:2 天津天海
进球队员及时间：62 分钟，魏立平；70 分钟，卡马拉
出场阵容：4- 乔巍（45’ 18- 徐洋）、6- 李强（85’ 52- 郝世杰）、7卡马拉、8- 王艺程、16- 周亚君（45’ 1- 关震）、17- 周鑫、27祖鹏超（45’ 47- 田军）、28- 孙晓彬、39- 甘超（45’ 32- 陈阜
俊）、42- 叶力江·什那尔（45’ 3- 吕海东）、51- 魏立平

第三轮

（4 月 1 日）

重庆斯威 1:2 深圳佳兆业
控球率 %
射 门

58

42

传球成功率 %

18

6

传球次数

81

80

429

383

射

正

10

3

角 球

10

3

抢

拼

82

86

定位球

16

7

重庆斯威 1:0 深圳佳兆业

控球率 %

51

49

传球成功率 %

79

75

射 门

11

9

传球次数

363

365

射

正

4

2

角球

5

6

抢

拼

95

103

定位球

9

12

进球队员及时间：35 分钟，卡马拉（点球）；68 分钟，魏立平
出场阵容：1- 关震（46’周亚君）、3- 吕海东（46’徐洋）、4乔巍（46’王伟龙）、6- 李强（90’陈阜俊）、7- 卡马拉（46’
魏立平）、8- 王艺程、17- 周鑫、22- 李晋庆、27- 祖鹏超（46’崔民）、
28- 孙晓彬、42- 叶力江·什那尔

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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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
联赛 U-19 联赛 B 组
第一轮

第一轮

进球队员及时间：田军 90+（补时）

9

2019 全国青少年足球超级联赛
U-13 联赛（华南大区）预选赛

（3 月 8 日）

深圳佳兆业 1：1 成都棠外

本版编辑：吴 丰

（3 月 28 日）

佳兆业翠园 13:0 深圳鹏城
首发名单：林健伟、张阳（35’ 刘沛祺）、黄海滨、王政（49’
林卓曦）、杨洋（49’ 崔潇强）、周锦鸿、王晋涛、文俊（49’ 赵桂翊）、
廖洋（49’ 冯嘉豪）、邹钧豪、何远灿（25’ 伊锐）

第二轮

（3 月 15 日）

杨文杰、林卓曦

深圳佳兆业 1：0 武汉卓尔
进球队员及时间：邱奎佔 90 分钟

第三轮

（3 月 22 日）

深圳佳兆业 7：0 梅州客家
进球队员及时间：卢遥 9 分钟；孙立强 26 分钟；徐正璋 31 分钟；
徐正璋 50 分钟；韦晨 73 分钟；张凯芃 78 分钟；韦晨 81 分钟

第四轮

替补名单：冯嘉豪、张皓然、肖凯、赵桂翊、刘沛祺、崔潇强、伊锐、

（3 月 29 日）

深圳佳兆业 3：1 贵州恒丰
进球队员及时间：沈煌 46 分钟；徐正璋 68 分钟；陈卓杰 89 分钟

第二轮

（3 月 29 日）

佳兆业翠园 0:2 广州五中
首发名单：张阳、林健伟、王晋涛、刘志鹏、王政、杨洋、何远灿（32’
伊锐）、文俊、周锦鸿、黄海滨、廖洋（43’ 邹钧豪）
替补名单：朱炜强、冯嘉豪、肖凯、邹钧豪、赵桂翊、刘沛祺、
崔潇强、伊锐、林卓曦

第三轮

（3 月 30 日）

佳兆业翠园 1:0 恒大足校
首发名单：张阳、林健伟、王晋涛、刘志鹏、王政、杨洋、文俊、
周锦鸿、黄海滨、伊锐（60’ 邹钧豪）、廖洋（50’ 冯嘉豪）
替补名单：冯嘉豪、张皓然、肖凯、邹钧豪、赵桂翊、何远灿、
刘沛祺、崔潇强、林卓曦

潜力星
2019.4.5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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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洋 , 到深圳追梦的广州少年
你 12 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你 12 岁的时候，梦想是什么？你 12 岁的时候为
自己的梦想做过什么？
一个未满 12 岁的少年异常坚定地说：“我想踢球，我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
很厉害的职业足球运动员！”他就是深圳佳兆业青训梯队队员廖洋，一个努力追
求足球梦想的广州少年。
一双可爱的招风耳、一张稚气十足的脸，这是大多数人见到小小少年廖洋
的第一印象。当你深入接触后，你会发现廖洋身上有超乎年龄的成熟。

小小少年为梦想来深圳
四年前，廖洋上小学二年级，第一
次参加了社区足球赛，一位来自葡萄牙

更具有挑战性；孩子在训练之外，可以

人，所以我很喜欢站在

在普通班级上文化课，“走读”模式让

后面。”

孩子得到全面的教育，对升学有一定的

除了选择在球场上
的位置，廖洋在训练中

帮助……

教练让他发现，原来足球才是自己的真

作为父母，廖爸爸考虑得更多：

爱。自此，他“抛弃”了游泳、钢琴等

“孩子快要升初中了，来深圳的话，能

廖洋的颠球技术曾经不是很

其他爱好，只练足球。

也非常执着。廖妈妈说，

考进翠园中学，可以同时兼顾足球梦想

好，教练有一次要求他要颠到 300

两年前，廖爸爸廖妈妈为了让孩子

和文化课学习。”廖爸爸所说的翠园中

个才可以回家。廖洋二话不说就开始不

得到更好的训练，帮廖洋转学到更注重

学，是深足首个青训基地，深足 U13、

间断地颠球，直到完成目标。在廖妈妈

足球的学校，并举家从广州天河区搬迁

U14、U15、U17 等梯队都在翠园中学进

眼里，儿子会给自己立下一个小目标，

到番禺区。

行训练和学习。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它。即使暂时

廖洋对足球的爱与日俱增，有一天
他跟爸爸妈妈说：“我要成为职业足球

达不到，他也相信自己有那样的潜能，

为练球努力读书

运动员，站在更大球场上比赛。”

并且始终会向着目标去努力。
在学习上，廖洋同样对自己有明

怎么样才能成为职业运动员？廖

廖洋踢球已经 4 年多了，一直踢的

确的要求。“我以前文化课成绩不是

洋心中早已有了答案——要进入职业俱

都是中后场位置。廖爸爸笑着说：“一

很好，现在变好一点了。因为我很喜

乐部的梯队，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般孩子刚开始踢球，都会想踢前锋，毕

欢足球，如果成绩不好，老师可能会‘打

廖爸爸廖妈妈带着孩子去参加了

竟人人都有一颗想进球的心。但是廖洋

扰’我练球，所以我得更努力。”

多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的选拔和训练。经

一开始就踢中后场，他对自己的选择非

过反复对比，廖洋选定了深圳佳兆业。

常坚定和清晰，别人抢着踢前锋，他就

廖爸爸说：“孩子跟我们说他要来深圳，

在一边冷眼旁观。”

以小打大心无畏惧

中场球员。
来深圳前，廖洋的偶像是杰拉德、

我们做父母的，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

在廖洋刚开始踢球的时候，廖爸爸

2019 年 1 月， 深 圳 佳 兆 业 2006

特里、郑智，而在龙岗大运中心体育

所以我们决定，我留在广州工作，妈妈

经常会买描写足球运动员奋斗的书给孩

年龄段梯队参加了 2019 梦想成真·梧

场看了深圳佳兆业一队的两场中超比

过来照顾他，并且在深圳找份新工作。”

子看。“一本书看下来，他只记住了杰

州青少年足球冬季邀请赛，获得 U14

赛后，他的偶像增加了一位：深圳佳

为什么最终会选择深圳？廖爸爸

拉德、特里这些中后场球员的故事，还

组季军。那是廖洋第一次代表深圳佳

兆业队“大脑”——中场球员塞尔纳

说：“孩子来深圳，佳兆业提供了全面

倒背如流。”在廖爸爸看来，儿子是一

兆业队出去比赛。

斯。在廖洋心里，他希望自己未来也

的保障，这里整体环境也非常好。”他

个很有独立想法和明确目标的人。

眼下，廖洋正在参加 2019 全国青

能成为深圳佳兆业的“大脑”，甚至

详细介绍说，球队训练有统一的大巴接

廖洋说：“踢后腰这些中后场位

少 年足球超级联赛 U13 组比赛。 和

可以去欧洲闯荡。廖爸爸廖妈妈的目

送，可以减少路上浪费的时间；孩子来

置的时候，需要比较好的大局观和传球

大自己一岁的对手比赛，廖洋说：“我

标也跟儿子的目标息息相关：“希望

深圳后，与比自己大的孩子训练、比赛，

能力。站在中后场，我可以观察到所有

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正常踢就好。就

他在好好训练的同时，不要落下学习，

跟着教练好好做准备，
踢出自己的水平。
”

特别是英语。”

深圳 U13 梯队教练组这样评价廖
洋：“他在场上作风顽强，身体硬朗，
控球能力强、拼抢能力突出；跟比他
大一个年龄段的对手比赛，也有一定
的竞争力。”
目 前， 深 足 俱 乐 部 已 经 组 建 了
U19、U17、U15、U14、U13 五支梯队。
按照计划，深足俱乐部将在 2019 年组
建 U12 和 U11 两支梯队，全面搭建深
足青训体系。
接下来，深足俱乐部将做好各项
准备，派出各级梯队参加青超联赛，
期待各级梯队队员能通过一系列高质
量的比赛得到成长。
关于更长远的未来，廖洋的目标
前排左三为廖洋

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很厉害”的

人物 档案
廖洋

·性别：男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区：广东广州
·出生年月：2007 年 7 月 16 日
·当前身高：158 厘米
·当前体重：43 公斤
·场上位置：中场、后腰、左右边后卫
·习惯用脚：右脚

商务
2019.4.5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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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足球俱乐部与埃沃定制达成合作
埃沃定制成为深圳佳兆业队官方唯一指定正装
3 月 22 日，深圳市足球俱乐部与埃沃定制合作签约仪式在广州东方
宾馆举行，埃沃定制成为深圳佳兆业队官方唯一指定正装。深圳佳兆业
队员崔民、卢家彬身穿埃沃定制 iStravel 帅气登场，助力埃沃定制 2019
全球 ONE 定制峰会。
埃沃定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是一家运用先进信息技术
专业定制时尚服饰的全国高新技术领先企业。旗下品牌“IWODE”（埃沃

↓深圳佳兆业队员崔民、

定制），“优秀派”（ YOU SUIT PIE ）、Alexander McKing 三个品牌。

卢家彬身穿埃沃定制 iStravel

以超强的综合实力成为国内大规模个性化服装定制领域的领军者。

与埃沃粉丝互动

品牌 实力

1

4

品牌实力之“明星加持”
埃沃定制自创立以来，吸引了林

品牌实力之“智能创造供应链创新”

丹、汪峰、尼格买提、吴建豪、陈晓东、

埃沃定制拥有全球领先的智能生

胡耕豪、
张鹤伦、
孙伟、
张春辉、
陈建斌、

刘恺威、东山少爷、王栎鑫、张铭恩、

产品 创新

产研发中心，总面积逾 10000 平方米，

李国皇、马鹏等众多明星青睐，搜狐、

有工业机械人、智能工厂（科技面料开

新浪、今日头条、网易等新闻平台争

发、智能生产线）、智慧物流技术和高

相报道，荣登《21 世纪商业评论》《南

新装备（3D 量身技术）等应用，将供应

方》、
《齐鲁壹点》、
《华声在线》、
《南

链打造成自动化信息系统，在提高效率

方企业家》、《易悦人物志》等媒体

（可实现最快 36 小时闪电定制，传统

报道。

定制品牌定制周期需要 1 个月或以上）
埃沃定制用极具前瞻性

的前提下，还能保证产能，还获得 ISO

的眼光研发出未来感十足的

认证。除此之外，该供应链体系还能实

三大智能科技系列“iStretch

现零库存：一人一版、单版单裁、个性

超 弹 舒 适 、iTravel 旅 行

定制，通过现代化手段生产裁片，精准、

便 携、iSuit 智 能 温 控”在

关于“十三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

稳定、真正意义上实现量体裁衣。

让智能智造计划落到实处得到央视

2019 广东时装周亮相后得到
热烈反响，预示着三大智慧
科技系列将成为 2019 服装行
业的热点，并将成为时尚西
服潮流趋势之一。

2

5

品牌实力之“央视报道”
埃沃定制还因提前响应到国家

财经频道大版面的报道。

品牌实力之“体育营销”
埃沃定制与中国国家女子足球

队、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于 3 月

6

品牌实力之“全国门店分布”

三大系列中的“iStretch

22 日签约，成为两个体坛大咖的官

埃沃定制全国有近 200 家实

超 弹 舒 适”已 于 2018 春 夏

方正装；与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三

体门店，遍布 50 座一二线城市，

上市，并在市场获得好评。

度签约联手，与深圳市足球俱乐部

将持续建立高专业度、高覆盖度、

“iStretch 超 弹 舒 适”以 其

首度牵手，成为两家足球俱乐部官

高聚焦度的高新零售量体定制服

优越的性能成为中国国家女

方唯一指定正装。

务网络，实现全国 2000+ 门店的

子足球队、中国足球协会超
级联赛、
广州富力足球俱乐部、
深圳市足球俱乐部官方正装
首选款式面料系列。
iStretch 超 弹 舒 适，
拥有极佳的弹力及延展性，
让型动更自如、更舒适，不
易变形，易打理，有防风功
能，适合日常轻量运动轻商
务场，同样适用于正式商务
场并已获得专利。

3

长远目标。

品牌实力之“大企业之选”
埃沃先后为万达集团、万科地产、

时代地产、碧桂园地产华润置业、玛莎

7

品牌实力之“系统创新”

拉蒂、富力、尚品宅配、安利、金龙鱼、

埃沃定制独立研发全球首

小米优品、小鹏汽车、广东八和会馆、

个为定制服务的中台系统“裁神

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广汽集团、民生

SAAS 智能定制系统”，开启全信

证券、招商银行、汇丰银行、KPMG、北

息运作，使运营、供应、商品、数据、

京大学、中山大学、长江商学院等数百

分析、智能制造实现高效率运作。

家企事业单位和全国高端学府、院校

真正实现了高精尖技术与落地并

提供定制服务，并深受客户好评。

重，赋能未来，共创品牌营销闭环。

佳闻·赛历
2019.4.5 星期五

2018 年佳兆业集团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核心净利增幅 304% 大湾区龙头地位再获巩固

3 月 26 日，佳兆业集团在香港召开

年佳兆业实现营业收入 387 亿元，同比

2018 年全年业绩发布会，集团董事局主席

提升 18%。销售毛利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郭英成、执行董事兼总裁麦帆等管理层出席。

达到 111 亿元，同比增长 25%；毛利率

盈利倍增 核心净利润大幅增涨 304%
2018 年，佳兆业依托前瞻性战略布
局、区域深耕等多重优势，精准把握市

润高位攀升，同比大幅增长 304% 达 47
亿元，增幅在已披露业绩的规模房企中
位居前列。
湾区龙头 3370 亿货值领跑区域

售 700.6 亿元，同比增长 57%，顺利完成

报告期内，佳兆业在粤港澳大湾区

年度销售目标；合约销售均价为 18261 元

内共有 1300 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占总

每平方米，同比上升 14%，合约销售面积

土储的 54%，其中以深圳、广州及惠州

达 383.7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8%。数据

布局为主。大湾区的土储货值近 3370 亿

显 示， 佳 兆 业 2016-2018 合 约 销 售 年 复

元，占全部货值的 73%，其中深圳货值

合增长率达到 53%，上升趋势明显。

占比达到 1600 亿，占据大湾区货值的半

盈利方面，据年度报告显示，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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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兆业集团荣膺
“广东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企业”

达到 29%，同比增长 1.5 %；核心净利

场脉动，灵活抢抓销售窗口期，实现销
售业绩持续快速增长，全年实现合约销

本版编辑：吴 丰

壁江山。

3 月 20 日，广东省房地产行

佳兆业集团此次入选“广东

业协会“致敬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

省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别贡献企

年”颁奖活动盛大举行。凭借在改

业”、“2018 年度广东省房地产

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对广东

精准扶贫突出贡献企业”，表现

省经济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佳兆

了社会及行业对佳兆业在改革开

业集团入选“广东省改革开放四十

放、精准扶贫事业所作贡献的高

周年特别贡献企业”、“2018 年

度认可。未来，佳兆业将持续立

度广东省房地产精准扶贫突出贡献

足实体经济，深化主业，多元发

企业”。此外，佳兆业集团控股总

展，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为满

裁麦帆也于会上入选“广东省改革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继续

开放四十周年领军人物”。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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