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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男孩，28 岁，1.78
米 ，大 专 ，科 研 单 位 ，管
理 ，有 房 ◆美丽女孩，26
岁，1.65米，在编教师◆优
秀 男 ，44 岁 ，1.76 米 ，本
科，事业单位，离异独居◆经商男，50岁，1.73米，
硕士，自开公司

13027639387中央百货1301室

真心牵线军民共建

黄老师退休后用真心给
单身朋友牵线，经她介绍有
成百上千名单身喜结良缘，
免费登记，安排合适，收费低

男，37岁，1.80米，未婚，
硕士，大学教师，气质较好，人
随和，无不良嗜好，宽房，年薪
十万。觅形象好，33岁以下
懂事的女士为伴（中介勿扰）
15236235790 69819269

◆男，26岁，本科学
历，未婚，1.78米，
科研单位，车、房◆男，32岁，本科学
历，未婚 ，1.75米
自办公司，车房◆男，39岁，本科学
历，离 异，1.72米
金融单位，车、房

◆女，25岁，本科
学历，未婚，1.61
米，外资企业◆女，27岁，大专
学历，未婚 ，1.62
米，经商，车、房◆女，31岁，大专
学历 ，未婚 ，1.70
米，科研单位

好姻缘交友会所

微
信
扫
描
详
情

全力打造洛阳大型中高端单身交友平台
数码大厦A座707室 http:www.lyhyy.com QQ：244851919

相亲热线：63120320 63121321

男，60岁，身高1.76
米，离异独居，一女成家，
政府机关公务员退休，
觅人品好条件相当的女
士为伴 13007636921

（惜缘婚介）

QQ:873606776

热线电话15303796990
百货楼东面润峰商厦五楼505室

◆男44岁，1.75米，离异，
成功经商，幽默帅气，性
格好无负担，自有车房◆男45岁，1.77米，离异，
公务员硕士，稳重儒雅，
顾家脾气好，自有宽房◆男49岁，1.74米，离异，
成功经商，人缘好大气顾
家，能干上进，车房具备◆男55岁，1.74米，丧偶，
政府干部无负担，儒雅素
质高，经济稳定有房◆男43岁，1.60米，未婚，
大专经商，本分顾家有宽
房；诚觅45岁以下，自立，
真心过日子的善良女人
（略有残疾也可，经济，区
域不限可免费约见）
前十名可免费约见

◆男 50岁，公务员，
1.76 米，离异，他极富人
格魅力非常显年轻，在单
位地 位高，他喜欢运动、
旅游，只想找个真心真意
的人相伴永远。◆男 45岁，1.75米，
离单，成功商人，车房具
备，经济雄厚愿处事睿智
有风范，与40岁以内贤惠
顾家形象好的女士再建家
庭。可为你购车。
微信bhxfqd
电话13721691866◆男 32 岁, 1.80 米,
未婚 事业单位，高薪，置
房车，沉稳睿智、阳光俊朗
的 型男寻有内涵、气质佳
的女孩爱情微信 lyxfqd

◆ 男 42 岁，自营实
体，资产丰，1.80 米，离
异，睿智豁达、随和风趣的
成熟 男人，渴望遇到通情
达理的伴侣，合得来带孩
视如己出◆男30岁，自办实体
公司获成功，1.73 米，品
质车房，未婚，沉稳睿智、
阳 光俊朗的型男觅善良
顾家的气质好的女孩相
爱！微信 lysjjy◆女36岁，大型公司
管理，年薪颇丰，1.65米，
离异未育 皮肤白皙，女子
的 娇俏与温柔集一身诚
觅有责任感、工作稳定的
优 秀 合 眼 缘 男 士 。
18738420379

世纪佳缘一对一红娘服务
世纪佳缘洛阳vip中心招聘情商高，语言沟通能力

强，普通话标准；思维灵活；客户服务意识强，具有总助、人
事等协调工作经验者尤佳社会经验丰富，30岁以上、已婚
已育者优先考虑vip.jiayuan.com电话63120885

幸福起点交友俱乐部
凯瑞君临商务大厦5层 63120885 63120880

男，36岁，1.78米，离
异，个体老板，有房有车，成
熟稳重，觅 1.60米以上,25
岁~30岁形象好、气质佳的
女性为伴。（婚介勿扰）
电话：15896675369

鹊桥专栏 专栏热线：63330377 地址：唐宫西路36号唐宫大厦8楼816室

前中国男足主帅米卢在第一时间接受了
央视的采访，他认为中国队避开了日本、伊朗
这些强队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中国来说也不
好打。

当被问到中国队同组对手哪个最有威胁
时，米卢坦言：“现在还很难说哪个对手最难
打，现在通常在下一次比赛的时候才能确
定。无论朝鲜、乌兹别克斯坦还是沙特都有
过不错的表现，我希望中国队的团队能够找
到一个方式，有更强的表现。”

分析对哪个对手最有希望取胜时，米
卢说道：“乌兹别克斯坦在国际足联的排名
55位，沙特阿拉伯排名75位，我们没有跟
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伊朗这样的球队对
决是个好消息，我相信中国的团队是可以
闯过去的。”

在谈到对中国队新主帅佩兰的印象时，
米卢表示：“首先作为一个主帅是非常重要
的，我们目前不知道太多，但是他会与中国队
一起去努力，之前他有很多亚洲足球的经历，
所以他也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新的血液。我认
为新的主帅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去符合中国球
员的风格。”

米卢表示：“我相信我在这方面不能给出
真正的建议，我认为佩兰会跟中国队球员一
起找到一个方式，去展现自己的能力，他有这
样的信念，同时我希望他们有非常好的表现，
并且对他们的表现满意。”

2015年澳大利亚亚洲杯抽签 运气佳避开日韩 预计有很多新人入选

盼国足亚洲杯能带来惊喜

□本报综合报道

北京时间3月26
日，2015年澳大利亚
亚洲杯小组抽签仪式
在悉尼歌剧院进行，中
国男足被分在B组，同
组的有朝鲜、沙特、乌
兹别克斯坦。从签位
和其他小组比较来说，
这绝对是一个上上签，
但国足是否能够小组
出线，还得依靠自身的
努力和准备。其余小
组中，澳大利亚、韩国、
阿曼、科威特分在 A
组；卡塔尔、巴林、阿联
酋、伊朗分在C组；伊
拉克、2014亚足联挑
战杯冠军、约旦、日本
分在D组。

从理论上来说，这个签位不能
再好了。首先避开了第一档的伊朗
和日本两支“天煞星”球队，其次躲
开了气势汹汹的东道主澳大利亚。
乌兹别克斯坦是最弱的一支种子
队，其实从本赛季乌兹别克各俱乐
部在亚冠上的表现就不难看出，失
去了金融寡头支持的乌兹别克足球
在走下坡路，随着海因里希、沙茨基
赫等名将的老化，这支球队也是面
临着青黄不接的问题，遭遇这只中
亚狼国足有得一打。

在第二档球队中，走运的国足同
样避开了国际排名处于前列的韩国、
阿联酋和约旦，而挑上了最弱的二档
球队沙特。试想若“太极虎”海归全
主力出战亚洲杯，国足重压之下安有
完卵？而阿联酋队也是最近一年来
亚洲进步最快的球队，依靠淄博亚青
赛冠军的班底，再辅以阿卜杜拉赫曼

这样的欧洲型前锋，阿联酋神奇般从
西亚崛起，是目前排名最高的阿拉伯
球队，其整体实力其实完全不在韩国
队之下。只有碰到沙特队，国足才能
说心里有底，亚洲杯预选赛两场比赛
国足一平一负，但在场面上并不占劣
势，而且国足对沙特队也非常了解，
双方再次交手国足有机会。

再看第四档的球队，由于海湾地
区的足球水平整体上升，巴林和科威
特这种海湾球队都属于难缠的妖队，
尽管国足没有抽到2014挑战者杯冠
军，但有好兄弟朝鲜的及时补位，这
足以让国足欣慰。朝鲜队虽然参加
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但全亚洲可
能朝鲜最怵的就是国足，从近年交手
记录来看，碰到朝鲜就自信爆棚的国
足一直按着朝鲜猛揍，包括2005和
2008 两届东亚杯上的胜利，还有
2011年贵阳热身赛上2∶0轻取对手。

中国队主帅佩兰在第一时间对分组形势
进行了点评，佩兰表示挑战性很大，但是相信
他会带来惊喜，同时他透露国足未来会有很
多新的国脚入围。

佩兰谈到了会有新人进入国家队：“我已
经看了非常多的比赛，看到了他们的表现都非
常不错，也看到了非常多好的球员，他们会进
入国家队。但是现在说比较早，要看一年的表
现，最终会选择30人范围去筛选。会去观察新
的球员，通过热身赛去观察，我们不知道未来
会发生什么，还有一些新秀出现，我们会走一
步看一步。我预计我们有很多新的球员。”

谈到备战，佩兰表示：“我们现在试图有
一个很好的准备，同时寻找一些热身对手，联
系着的他们也是非常好的热身球队，之后我
们也会有更多的准备。我们希望能继续之
前所做的努力，并且有一些新的精神带进
来，说服这些球员去给国家队带来更好的表
现和成绩，这样能带来质的提高。”

解析
国足运气佳避开日韩

佩兰
预计国足会有很多新人

米卢
难说哪个对手更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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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 澳大利亚 韩国 阿曼 科威特

B组 乌兹别克 沙特阿拉伯 中国 朝鲜

C组 伊朗 阿联酋 卡塔尔 巴林

D组 日本 约旦 伊拉克 挑战杯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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