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德队被收购事宜即将解决

大连实德俱乐部被大连阿尔滨俱乐

部收购的协议等相关必要材料已递交到

中国足协， 中国足协将在近日决定因收

购空缺出的中超资格如何处理。据了解，

上海申鑫

（中超倒数第二名）

、北京八喜

（中甲倒数第二名）

留在中超、中甲的机

会较大。

“阿尔滨只能保留一个中超资格，另

一个将被中国足协注销，”中国足协副主

席于洪臣说。中超联赛规程规定，新赛季

注册转会期中从其他

（国内）

俱乐部转入

的职业运动员不超过5人，但因收购而多

出来的球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球员是

弱势群体， 将他们推向社会是不负责任

的， 中国足协在这方面有责任保护队员

的权益。”于洪臣说。他表示，中国足协有

可能放宽其他俱乐部对这些球员的引

进，且不占引援名额。

据新华社

伦敦奥运时还在现场指导

当时竟看不出已怀孕六个来月

“伦敦奥运会时，基本上每场女单比

赛能看到张宁在场边认真地指导队员。当

时完全看不出来怀孕了啊。高龄产妇还敢

这样折腾，真不愧是运动员！”昨日，张宁

产下一女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很多网友

纷纷跟帖留言。

出生于1975年的张宁， 今年已37岁，

几年前，就常有人问张宁“打算什么时间

要孩子？”可张宁总是回答说“还没有时

间，正在备战奥运会。”事实也正如张宁所

说，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后， 张宁并没

有选择退役而是以教练兼职运动员的身

份坚持到北京奥运会并再次夺得女单金

牌。北京奥运会后，张宁正式退役，开始和

她的女单队员们一起备战伦敦奥运会。今

年2月在接受一家居杂志采访时， 张宁还

表示“暂时没有要孩子的计划，要备战伦

敦奥运会，而且还想多过过二人世界。”

今年5月在武汉举办的汤尤杯赛上，

成都商报记者也曾采访过张宁。当时她和

其他教练的工作并无两样，每场女单比赛

都能看到她坐在场边指导，虽然脸色有些

憔悴，但很多人都以为是因为比赛压力较

大造成的，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怀孕的迹

象。更令人惊讶的是，根据张宁生产的日

子推算，在伦敦奥运会时张宁应该已经有

6、7个月的身孕。 可能是因为张宁身材偏

瘦，加上运动服较为宽松，居然大家也都

没发现张宁怀孕了。

再婚后的生活浮出水面

现任丈夫已48岁是前国羽球员

北京五洲医院不仅发布了张宁产女

的消息，还介绍了张宁受孕后的情况，“在

备战伦敦奥运会及比赛期间，张宁虽怀有

身孕，但作为主教练的她依然带队辗转南

北参加各种集训， 但每次回北京的空隙，

张宁总是第一时间找到迟闺珠教授接受

各项检查与保健咨询，平安度过了整个孕

期。”“张宁分娩十分顺利， 宝宝很健康，

不仅个头大，而且手大腿长，宝宝呱呱坠

地的那一刻，产房里异口同声的说又一个

奥运冠军诞生了。”据了解，这位迟教授是

2012年伦敦奥运会医疗保健专家。

医院方面还曝光了张宁夫妻和女儿

的照片。也正是这张照片，揭开了张宁现

在的婚姻生活———现任丈夫是曾经与李

永波同时期在国家队效力的前国手李昂！

据知情人士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今年48

岁的李昂长年居住在德国，自创欧洲凯胜

体育文化交流公司，是李宁公司的欧洲区

代理。也许正是因为有着前国手的经历且

与中国队总教练李永波早在当运动员时

就已经熟悉，最近十多年来李昂便一直负

责中国羽毛球队在欧洲比赛期间的接待

工作，并为中国羽毛球队在欧洲收集技术

资料、项目信息、球员资料等，圈内人士还

因此被戏称为其为 “中国羽毛球队驻欧

洲办事处主任”。此前王琳与汪鑫到德国

治疗，便是李昂在其中联系并帮忙。

本组稿件由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撰写

“换苏伟”的由来

上赛季

CBA

总决赛， 在一次摩擦中， 苏伟用不流利的英语骂了马布里几

句，立即引起了北京球迷的不满，集体报以响亮的“京骂”。接下来篮协开了罚

单，让北京球迷自重，杜绝京骂。结果，骂声是没有了，北京球迷开始高喊“换苏

伟”。这一下乱了套了，此后的

CBA

比赛中，无论苏伟在不在场，都有人高喊“换

苏伟”，在女篮甚至排球联赛的赛场上，一样能听见球迷起劲儿高呼“换苏伟”，

甚至在

NBA

联赛中，也有球迷举着“实在不行换苏伟”的牌子进行调侃。

“体育雷达”

显示意大利假球严重

近日， 据布鲁塞尔当地媒体报道，根

据专注于监控体育博彩的私人企业“体

育雷达”公司的一项调研，在公认的欧

洲五大联赛中，意大利足球联赛在3年中

发现有70场球存在“假球”嫌疑，作弊问

题非常严重。

这家“体育雷达” 公司总部位于瑞

士， 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对在400个国际博

彩庄家的投注进行监控分析，从而发现那

些存在作弊嫌疑的足球比赛。在最新一期

该公司公布的报告中， 他们跟踪分析了

2009年6月至2012年11月在欧洲各国进行

的14万多场比赛， 列出了欧洲职业足球

“作弊榜”。在这份榜单中，比利时足球联

赛可能是欧洲最“干净”的职业联赛，因

为这一联赛仅有一场比赛存在“假球”嫌

疑。法国和荷兰的联赛也在“干净”联赛

之列，阿尔巴尼亚以97场疑似“假球”高

居榜首。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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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 官博报料

昨晚，CBA联赛广东宏远队客场挑战

浙江稠州银行队，但上一轮表现出色的中

锋苏伟却并未出现在赛场之上。 据悉，由

于需要接受香港体育学院运动心理学专

家姒刚彦的心理治疗， 苏伟留在了东莞，

并未随队出征。 之所以要做心理治疗，起

因全部是球迷那一句莫名其妙的 “换苏

伟”。球迷在球场上调侃球员到底应该不

应该？网上有了很大的争议，但支持苏伟

的声音还是占了大多数……

前日开始接受心理医生治疗

“换苏伟”这一无厘头的口号，喊得苏

伟非常郁闷，赛季前训练期间，本是球队开

心果的他变得很沉默。新赛季开始前，广东

队的教练和队友多次请求球迷不要再用这

种方式对待一名年轻球员， 但本赛季前两

场比赛，苏伟尽管没有上场，不管是山西还

是新疆球迷，依旧高喊换苏伟，这也让本来

心理状态逐渐恢复的苏伟非常尴尬。 据宏

远队跟队记者透露，在跟山西队的比赛后，

苏伟情绪非常低迷， 在从太原回广州的飞

机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据广东队总经理刘宏疆透露：“现在

不止是苏伟，他的家人、家庭生活都受到

了影响， 成为他很大的精神负担了。”为

此，广东队前日特意请来名医姒刚彦教授

专门为苏伟进行开导。姒刚彦教授毕业于

浙江大学，是香港体育学院运动心理学主

任，曾多次为包括中国国家击剑队、赛艇

队等奥运团队提供心理学服务工作。

“大帝”支招：当没听见好了

足球运动员李毅也曾经被球迷大肆

调侃，但乐观的李毅却坚持了下来。如今，

球迷因为他而成立了“李毅吧”，被封为

“吊丝教教主” 的李毅拥有无数粉丝。而

在11月， 李毅还在个人微博发布了电影

《第101次求婚》预告片《屌丝为什么找

不到女朋友》， 该电影为林志玲主演，预

告片中李毅还不断拿自己开涮。 可以说，

当年的经历不但让李毅变得更乐观，还因

此拓宽了自己的事业。

昨天，在接受采访时李毅表示，当初

网友的调侃对自己的打击很大，但经过调

整和坚持后反而变得更加坚强，他觉得苏

伟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种情

况很艰难，大多数人都是受不了的，需要

一定的时间去过渡。” 而对于球迷呼喊

“换苏伟”的情况，李毅建议其不要放在

心上，“很多球迷确实不够不理智，但球迷

就是上帝， 他们花钱买票就有这个权利，

球员是公众人物，应该培养自己的抵抗能

力。有些球迷这样只是为了起哄，遇到这

种情况权当没听见就好了， 心态最重要。

其实偶尔调侃一下自己，还是很搞笑的。”

又讯

昨天，CBA山西男篮官方宣布球

队换帅， 原西班牙籍主教练马特奥担任球

队顾问，原助理教练张德贵担任主教练。这

已是本赛季第二位下课的主帅。另外，麦蒂

率领的青岛队昨晚以84比92不敌吉林队，

遭遇5连败。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队中声音

广东宏远队主帅李春江：有些地方的

球迷做得确实是很过分，如果换成是自己

的亲兄弟姐妹， 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心态，

大家将心比心吧。

广东宏远队球员朱芳雨： 苏伟善良、

厚道、上进心强，在球场上全力拼抢每一

个球。他是队里的活宝，也是最低调的一

个球员。我们希望喜欢篮球的人能多一点

鼓励他，只有精彩的比赛跟热情的球迷支

持才会造就属于我们自己的联赛。

卫冕冠军命悬一线

切尔西最怕“默契球”

自从新帅贝尼特斯上任后， 切尔西

至今未胜，北京时间明日凌晨，贝尼特斯

将迎来上任后最关键的一仗。 要想最后

时刻出线，除了自己要获胜以外，还要寄

希望于尤文输球， 卫冕冠军一不小心便

将止步小组赛。

顿涅茨克矿工是本赛季小组赛的最

大黑马， 积10分的他们已经提前拿到一

个出线名额， 积9分的尤文图斯和积7分

的切尔西分列小组二、三名。由于在之前

的交锋中尤文对切尔西保持着1胜1平的

战绩优势，因此，只要在最后一轮中拿到

1分，尤文就能确保小组出线。由于这样，

外界一直传闻尤文和矿工会以默契球的

方式将切尔西淘汰。对此，矿工主帅卢塞

斯库在赛前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的

球队不会和尤文打“默契球”。而尤文球

员马尔基西奥也说：“不要去算计什么

了， 我们去顿涅茨克是奔着赢球而去

的。”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据乌干达官方3日透露， 非洲

的厄立特里亚足球队在乌干达集

体失踪。

官方消息称，在一场地区性

的锦标赛中以0比2负于卢旺达

队后，厄立特里亚队的16名球员

集体消失，主办方随即报警。“警

方已经获悉这一消息。” 中东非

足协的一名乌干达官员表示，厄

立特里亚队球员在进入乌干达

首都坎帕拉购物之后没有返回

酒店，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行踪

和意图。

在此之前， 厄立特里亚球员

“失踪” 已经多次出现， 分别是

2007年在安哥拉、2009年在肯尼亚

和2011年在坦桑尼亚。

据新华社

●11

月初，奥沙利文曾宣布他将不

会参加本赛季剩余的比赛。 但据其好友

阿里·卡特

12

月

3

日透露，火箭很可能在

明年的世锦赛中复出。

●

在国际足球历

史与统计协会

12

月

3

日下午公布的国际

足坛俱乐部最新排名中， 广州恒大俱乐

部首次进入了亚洲前

10

位。

●

日本足球

的老妖精之一

45

岁的中山雅史终于要

退役了， 他在昨日下午于札幌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了这一消息。 中山雅史保持

着日本

J

联赛迄今为止最多的进球纪

录———

157

个， 而还在

J2

联赛中踢球的

三浦知良目前还没有退役的打算。

●

昨

日， 国际米兰队荷兰中场斯内德公开表

示他已经拒绝与球队续签合同， 如果不

出意外， 他将在下月欧洲转会市场打开

时离开国际米兰。

●

据韩国《朝鲜日报》

昨日报道， 国际足联已经对在伦敦奥运

会上举韩日争议岛屿（韩国称独岛，日本

称竹岛） 标语庆祝胜利的韩国球员朴钟

佑作出处罚，对其禁赛两场并罚款

3500

瑞士法郎 （约合人民币

2.3

万元）。

●

昨

日， 巴萨球员法布雷加斯通过个人推特

宣布

37

岁的女友怀孕，自己的女儿将会

出生，据《世界新闻报》此前报道，小法女

友的预产期将在明年

1

月份。 李博 沈轶

厄立特里亚16名球员在乌干达集体失踪

欧冠对阵（小组赛第

6

轮）

12

月

6

日（周四）

E

组

03:45

顿涅茨克矿工

VS

尤文图斯

CCTV5

03:45

切尔西

VS

北西兰

F

组

03:45

里尔

VS

瓦伦西亚

03:45

拜仁

VS

鲍里索夫 风云足球

G

组

03:45

巴萨

VS

本菲卡

03:45

凯尔特人

VS

莫斯科斯巴达

H

组

03:45

布拉加

VS

加拉塔萨雷

03:45

曼联

VS

克卢日

（如有变动以电视台最新播出为准）

被“换苏伟”喊郁闷

“大帝”李毅来支招

“权当没听见，心态最重要”

在上周日进行的荷兰第五级别的一场

联赛中，发生了一起触目惊心的惨剧。执

法本场比赛的边裁理查德·纽文豪生被

几名15到16岁之间的小球员围殴致死！

球员对理查德的判罚不满

理查德今年41岁，上周末，他在布

伊特恩男孩青年队主场对阵新斯洛滕

青年队的比赛中担任边裁。

据荷兰媒体《电讯报》昨日报道，在

这场比赛中，理查德的多次判罚都引起了

新斯洛滕青年队的不满，新斯洛滕青年队

的球员也在比赛过程中多次出现辱骂理

查德的情况。在终场哨鸣响后，有数名新

斯洛滕青年队的球员突然冲向了理查德，

并开始对他拳脚相加。

理查德儿子目睹父亲被打

据一名布伊特恩男孩队的现场工作

人员回忆， 当时理查德就已经没有了意

识，但这些行凶者仍旧不肯罢休，他们拼

命用脚在理查德的身体以及头部猛踹，

“一直到其他人冲上去将他们拉开。”而

理查德的儿子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他

的儿子也在参加这个青年足球赛。”

受伤之后的理查德在儿子的搀扶

下回到了家里，但不久后，他就感到了

身体不适，并被送到了当地的医院。仅

仅几个小时之后， 医院就宣布他不治

身亡。

三人被拘捕 警方已展开调查

在理查德被送往医院后，他的家人也

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荷兰警方迅速拘捕

了当时参与殴打理查德的三名新斯洛滕

青年队的球员。

新斯洛滕俱乐部也在官网进行了公开

道歉，“我们要为比赛时出现的恶劣行为

道歉。作为一家俱乐部，我们将暂时中止

所有活动。球队本周的训练取消。在与受

害者家属协商后决定，我们的球队本周末

将不参加比赛。”同时，他们宣布将开除

三名嫌疑人。

据美联社最新消息，荷兰警方目前并

没有公布理查德的死因，但荷兰警方发言

人莱奥妮表示，警方已经就此案件展开调

查，并不排除拘捕更多球员的可能性。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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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岁边裁赛后被少年球员围殴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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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娃娃她爸是

曾在四川羽毛球队打球的李昂

37岁的奥运冠军张宁喜得千金

昨日，一则“前羽毛球奥运冠军、

现任中国羽毛球队主教练张宁， 在北

京五洲妇儿医院产下一名女婴， 母女

平安”的消息通过北京五洲医院官方

微博发出， 迅速在网上引起了广泛关

注和热议。就在四个月前，张宁还以中

国羽毛球队女单教练身份出现在伦敦

奥运会赛场上， 当时丝毫看不出来她

已经有6、7个月身孕。 得知张宁产女

的消息后， 不少球迷大呼不可思议。

而更多球迷争论的则是： 张宁当妈妈

了， 孩子的爸爸究竟是于洋还是另有

其人呢?众所周知，雅典奥运会后，张

宁与青梅竹马的于洋高调结婚。 虽然

2010年初一度传出两人已离婚，但不

论是张宁还是于洋都没有公开回应。

而据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了解到的信

息，张宁与于洋确实早就已经离婚，张

宁的现任丈夫叫李昂，现在德国发展。

李昂不仅同样曾经是一名国家队的羽

毛球选手，而且还曾经效力四川队。

李昂其人

出生于

1964

年李昂虽然已经是中国

羽毛球队的老熟人、老朋友，但他和张宁

从恋爱到结婚却一直保持低调，尽管队中

可以说也是尽人皆知，但大家也一直保持

沉默，直到此次张宁产女，他的名字才开

始被外界所知。不过，两人究竟何时相识，

又是何时走到一起，目前尚不得而知。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下午也试图向当

事双方了解，但张宁的电话无法接通，而

记者打通李昂的电话后，对方以“正在高

速路上开车”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不

过，据成都商报记者翻阅资料，发现早在

去年

11

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国羽毛球公开

赛上，两人便已经“成双成对”，并没有什

么避讳。 成都商报在采访的过程中还发

现， 李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曾代表

四川羽毛球队打过球。 曾教过李昂的一

位四川队教练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李昂

是天津人，最初是在天津队。四川那段时

间缺球员，所以便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把

他引进到四川队。” 这位教练同时透露，

李昂不仅曾在四川队效力， 而且他的前

妻也是四川羽毛球队队员，“他们之间还

有一个

18

岁左右的儿子， 目前李昂的前

妻和儿子也都居住在德国。”

马耳他国脚被欧足联终身禁赛

由于涉嫌在一场2008年欧洲杯预选

赛中参与操纵比赛，马耳他国脚凯文·萨

姆特被欧足联判罚终身禁赛。

欧足联纪律委员会8月对萨姆特做

出禁赛10年的判决， 但欧足联和萨姆特

双方都对此判罚不满。31岁的马耳他中

场试图洗刷耻辱， 而欧足联则寻求对他

禁赛终身。萨姆特的律师表示，“我们很

失望，听证会花了6个小时，他们（纪律

委员会） 做出决定却只用了15分钟。”

2007年6月2日， 挪威队主场对阵马耳他

队，上半场主队以1比0领先。易边再战，

萨姆特替补出场， 挪威连入3球最终以4

比0的大比分优势拿下马耳他队。萨姆特

赛后被认为参与操纵比赛， 但他对此指

控坚决予以否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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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上，两人便已“成双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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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球迷调侃的苏伟常常情绪低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