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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碧园·印象桂林 56 号楼商
铺业主：

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办理碧园·印象桂林 56 号
楼商铺交接手续。请已付清房
款的业主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购房合同、购房票据、契
税发票、桂林银行卡复印件到
我公司客服中心办理交接手
续。逾期办理的，将按双方所
签《商品房买卖合同》相关约
定处理。

特此通知！
详情请咨询： 0773-5591618
广西碧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临桂分公司
2018 年 11 月 28 日

交房通知

中国女足第四人！

王霜荣膺亚洲足球小姐
11 月 29 日，在阿曼马斯喀特会展中心举行的亚足联年度颁

奖典礼上，中国女足球员、目前效力于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王
霜荣膺 2018 年亚洲足球小姐，成为继孙雯、白洁与马晓旭之
后，中国足球历史上第四位获此殊荣的女足球员。

出席颁奖典礼的王霜身着
帅气西装，登上领奖台捧起奖
杯后，她拿出准备好的发言
稿，用英语读出获奖感言，看
得出十分紧张。“能与另外两
名候选人一起竞争并胜出，我
非常幸运。感谢所有支持我的
球迷，让我相信梦想可以成
真！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俱乐部
以及大巴黎队，还有在我困难
时鼓励我的人。这个奖项对我
来说只是一个开端，让我有动
力踢得更好，尤其是明年的女

足世界杯，相信我会有更好的
表现。”王霜说。

发言完毕，王霜做出了如
释重负的表情，可以看出用英
语发言对她来说还是有相当难
度的。

这是中国女足球员时隔
12 年后再次获得这一荣誉。
在王霜之前，孙雯曾于 1999
年当选亚洲足球小姐，白洁
2003 年当选，马晓旭 2006 年
当选。王霜成为中国女足历史
上第四位获此殊荣的球员。

与王霜一起入围此次亚足
联 2018 年度亚洲足球小姐候
选名单的，还有澳大利亚球员
萨曼莎·科尔和日本球员熊谷
纱希。这两位竞争对手不可谓
不强劲。萨曼莎·科尔目前效
力于美国女子足球联赛芝加哥
红星队，作为前锋在 93 场联
赛中进球 53 个，成为该队历
史上的最佳射手。 2018 赛季
她打进 16 球，连续第二个赛
季获得美国女足联赛最佳射
手。萨曼莎·科尔也是 2017
年亚洲足球小姐获得者，并被
提名 2018 年世界足球小姐候
选人。此外，她还帮助澳大利
亚队获得了 2018 年女足亚洲
杯亚军。熊谷纱希司职后卫，
她已经为日本队打了 100 场
比赛，是日本女足国家队队
长。目前她效力于法甲里昂俱
乐部，里昂在本赛季法甲女足

联赛中高居积分榜首位。
2018 年，她率领日本女足获
得了亚洲杯和亚运会冠军。

作为中国女足国脚，王霜
这一年可谓“扛”着中国女足
前进。 2018 年亚洲杯王霜打
进 4 球，帮助中国队获得季
军，并且晋级 2019 年女足世
界杯。中国女足能拿到亚运会
亚军，王霜同样功不可没。不
过，在国家队成绩层面，王霜
相比于其他两人并没有明显优
势。 8 月份王霜加盟法甲豪
门大巴黎后表现十分出色，成
为球队的绝对主力。目前她代
表大巴黎在各项赛事中出场
12 次，攻入 4 球贡献 4 次助
攻，另外还制造了 1 个乌龙球
和 1 个点球，帮助球队高居法
甲积分榜次席，并已经打进
欧冠 8 强。

颁奖典礼结束后，王霜现场
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觉得今年对我来说是收获满满的
一年，充满了惊喜与挑战。有时
候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我没法
用一个很完整的心态来接受。可
能亚洲杯我们国家队的成绩并不
是特别好，但亚足联能看到我们
的进步，我特别感谢。”此番当
选亚洲足球小姐，王霜在面对欧
洲女子足坛激烈的竞争时，也将
更有底气。“踏入欧洲赛场对我
而言更多的是一个挑战。拿着这
个奖项回到欧洲赛场，我希望能
继续展现亚洲人的足球风采。”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女性不适合
足球运动”的观点时，王霜说：
“足球是一项不分性别与种族的
运动。只要你对足球充满热爱，
你就应该追逐你的梦想。”

在上周的法甲联赛上，王霜
替补登场表现出色，帮助大巴黎
客场逆转罗德兹女足，之后她就
启程前往马斯喀特参加这场颁奖

典礼。她还不忘在
个人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一组她和
父亲的照片，并
写道：“和我家
老帅哥出趟远门
旅 行 ， 目 的
地，你们猜是
哪里？”当时
很多人就有预
感，王霜很可
能会收获亚
洲足球小姐
这项荣誉。

王霜被誉
为中国的“女梅
西”，不过她的偶像是
C 罗，她也从偶像身上学
到 了 难 得 的 自 律 和 勤
奋——— 即使参加活动和出
行，也时刻通过训练保持
状态。比如在这次的颁奖
典礼前夜，她还不忘在酒
店健身保持状态。

2 8 日的亚足联颁奖典
礼，除了王霜的亚洲足球小

姐，中国足球也收获颇丰。
中国足协获得“年度草根足

球奖项”，这是“激励级”也就
是最高级奖项，中国足协党委书
记杜兆才代表足协上台领奖。

亚足联“草根足球奖”旨在
表彰会员协会为推广基层足球所

作的努力，获得该奖项也证
明中国足协在草根足球

的推广上卓有成
效。

此外，
张 吉 龙 获
得了“亚洲
之钻奖”。
“亚洲之

钻奖”具有亚足联最高荣誉
之称，该奖项代表亚足联
最崇高和尊贵的奖项，得
奖人必须对亚洲足球运动
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此奖项一年只颁发一
次，也只有一名得奖人。
今年亚足联将这一奖项颁
给了张吉龙，也是对他这
些年为亚洲足球做出贡献
最好的回报。

但颁奖典礼现场，张
吉龙并没有出席，亚足联
主席则亲自前往张吉龙家
中为他颁发了这个奖项。
张吉龙也录制了视频，感
谢亚足联给予的信任。

综合新华社

这份荣誉不仅对于王霜自
己，对于中国球迷乃至中国足球
都是一份巨大的激励。

事实上，在颁奖典礼一天
前，正在带队集训的中国女足主
帅贾秀全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
到了王霜，“我当然希望他能获
得这个奖，作为中国女足主教
练，自己的选手能获奖当然是最
高兴的。她获奖对中国女足也是
一个鼓励。”

在贾秀全看来，由于竞争激
烈，拿这个奖的难度不小，但王
霜有自己的优势，“她年轻，有
（更大的）上升空间，具备了成
为球星的潜质。”

的确，和 28 岁的熊谷纱希
以及 25 岁的萨曼莎·科尔相
比， 23 岁的王霜还有更多的时
间去打拼出属于自己的未来。

她也选择了抓紧时间锻炼自

己。登陆欧洲之前，她效力的
女超武汉江大俱乐部本来已经
给她开出了媲美外援的顶薪，
而巴黎圣日耳曼女足开出的薪
水只有一半不到，但她仍然决
定留洋。

一度连她的父母都不理解
她的选择，但为了挑战和学
习，王霜还是毅然踏上了留洋
路。

“近一两年霜儿的表现都
看在大家的眼睛里，她也是通
过自己的努力才有今天的成
绩，作为国家队队友，我们都
为她开心。”正在集训的国家
队队友古雅莎说。

而贾秀全则不忘鼓励她继
续加油，“王霜的路还很长，
希望她能再努力一把，做到名
副其实最好。”

1 帅气登场 英语发言很紧张

2 对手强劲 力压日澳两猛将

3 勤奋自律 对足球充满热爱

4 贾秀全：希望她能再努力一把

■相关链接

中国足协获
“草根足球”奖项

2 8 日，
王霜在颁奖典
礼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