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

昨日采访了南充高中篮球队教练

王宇以及学校体卫处主任程剑，

两人均承认此次代表南充高中参

加比赛的队员中有四川金强俱乐

部的高水平运动员。

球队教练王宇：

这五名金强男篮的学生学籍

都在南高， 这是在南充市教育局

和四川省教育厅备案的， 代表南

高参赛无可厚非， 这是体教结合

的一种方式。而且我们一共打了

5

场比赛， 自己的队员上场时间占

到了

60%

左右， 半决赛和决赛，我

们都是自己的队员在打。

学校体卫处主任程剑：

这几名高水平运动员中大多

本来就是南充高中这几年输送给

金强俱乐部的， 之所以这次要让

他们回来代表母校参赛， 是因为

今年体艺生里篮球特长生的水平

下降太多，为了大局考虑……，体

育特长生们希望上场比赛的劲头

是好的， 但并不能说水平不够也

必须要参赛。

南充高中副校长秦健：

学校不会对这些闹事的学生

进行处罚。

本组稿件由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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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NBA的重要节日，这一天NBA都会

准备吸引眼球的大战迎接新年，即便是在

缩水的上个赛季，新年大战中公牛VS湖人

那场也创下ABC

（美国广播公司）

直播常

规赛收视率历史第三高。 明天凌晨1点至

上午11点半，NBA联盟共安排了5场精彩

大战，让球迷大饱眼福，这其中詹姆斯对

杜兰特，湖人VS尼克斯都是精心挑选的好

戏， 而火箭因为林书豪加盟身价倍增，17

年来也首度出现在新年大战中。

NBA官方透露， 上个赛季5场新年大

战共吸引了全美3700万球迷观看，平均每

场能吸引620万球迷。 今年NBA方面很有

信心收视率能进一步提升。被安排在北京

时间明日上午6点半热队VS雷霆的比赛无

疑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场。詹姆斯说：“刚进

联盟时我打控球后卫， 后来改打小前锋，

现在我超越了单纯的位置，到达了人们所

说的‘没有位置的位置’。”詹姆斯一如既

往地自信，不过他坦言不能忽略对手的强

大，那就是杜兰特，“如果在联盟选一个让

我永远保持压力的球员， 那就是凯文·杜

兰特。每次想到他，我就有不断进步的动

力。”雷霆客场挑战热队，这也是上赛季总

决赛的重演，上赛季在迈阿密，雷霆总比

分1比4丢掉了总冠军。目前两支球队分别

暂列东西部第一，明天的比赛也可能会是

今年总决赛的预演。

迈阿密明日再现“白热”，洛杉矶和

纽约两座NBA重要的城市也没闲着，尼克

斯客场挑战湖人。这是科比第15次参加新

年大战，他也是NBA历史上参加新年大战

次数最多的球员。目前为止他在新年大战

已经砍下349分， 距离总得分榜第一的奥

斯卡·罗伯特森还差28分。 在主场斯坦普

斯中心， 科比极有可能成为NBA历史上

“新年大战得分王”。而且在现役球员中，

科比在新年大战不仅得分排名第一，他在

总篮板， 总助攻和总抢断上都排名第一，

科比很可能在明日一战完成新年大战四

项第一的“恐怖”纪录。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CBA今晚重演总决赛

今日

19:35 CCTV5

直播 广东

VS

北京

就在NBA上演最热闹的 “新年大

战”之时，CBA也借此机会来了一个巅

峰对决。广东队和北京队这对上赛季总

决赛的对手将在今晚相遇。本赛季进行

到现在，广东队和北京队也是表现最好

的两支球队，排在联赛的前两位。虽然

在总决赛中，北京队笑到最后，但面对

复仇心切的广东队，北京队想在客场取

胜难度很大。上轮联赛，北京队在客场

大比分不敌东莞队。如今北京队状态不

佳，又是连续客场作战，而广东队却已

经4连胜，高居联赛榜首。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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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有消息称杭州绿城球员汪

嵩转会广州富力一事已到了谈价阶

段，甚至有人还在网上发布了“汪

嵩2000万转会费加盟富力”的消息。

不过由于绿城球迷反对汪嵩离开的

声音很大， 让俱乐部方面承受了不

小的压力， 他们的态度也因此明朗

化，在上周日绿城方面就对外透露：

“会尽最大努力留下汪嵩。”

汪嵩是走是留的答案果然很

快就揭晓了———昨日下午1点多，

杭州绿城在官网和官方微博上发

布公告称：“经过坦诚深入地交流

沟通，今天（12

月

24

日

）中午俱乐

部传来好消息， 汪嵩确定坚守绿

城。”汪嵩在下午2点多转发了绿城

的官方微博，他表示“感谢大家一

路以来对我的支持和理解”。 留在

球队，意味着汪嵩拒绝了富力方面

开出的500万巨额年薪， 这并不是

所有人都能做出的决定。绿城在汪

嵩最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向他发出

加盟邀请，重情重义的汪嵩也一直

记着这份情意。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在歌手PSY凭借神曲《江南STYLE》大

红大紫之前，“鸟叔”这个称号一直是专属

于“魔力鸟”穆里尼奥。比起韩国胖叔叔的

骑马舞，穆帅驯服皇马的能力也不差，连西

班牙《国家报》都承认他是获得特权最多

的皇马教练。 然而在上周末与马拉加之役

将队长卡西利亚斯放在替补席后，皇马“地

震” 已将狂人的位置震得摇摇晃晃了。据

《马卡报》报道，齐达内和皇马前任经理巴

尔达诺等人都已经和卡西一起， 坚决地站

在了穆帅的对立面；原来亲密无间的同胞C

罗也亲口表示不会跟随狂人， 而能决定他

生死的主席弗洛伦蒂诺如今的立场也飘忽

不定……谁是敌谁是友？ 站在漩涡核心的

“鸟叔”显然已经无力骑马了。

齐祖牵头“炒穆派”

推荐用里皮取代狂人位置

穆里尼奥自从驾临皇马以来， 一直想

方设法地打压异己势力， 目的就是获得自

己在队内独一无二的绝对话语权。《马卡

报》 昨天罗列出了一连串的穆里尼奥在皇

马施展“暴行”受害者名单，包括前任经理

巴尔达诺、B队主帅托里尔、 前队医埃尔南

德斯以及主席顾问齐达内。 前三人都因狂

人丢掉工作或被削权， 齐祖则是被狂人直

接下放到青年队。

齐达内是皇马主席征询对象中坚定的

“炒穆派”一员。穆里尼奥本希望齐达内在

皇马队中能扮演菲戈在国米的荣誉大使的

角色，但法国足球传奇却对此并不感冒，二

人也因此产生了分歧。 眼见不能将其规划

到自己的阵营中为己所用， 穆里尼奥逐渐

将齐达内驱逐出了一队。 齐达内和弗洛伦

蒂诺私交极好， 他就是力主主席该解雇穆

帅的核心人物之一。 齐达内提醒弗洛伦蒂

诺，不现在痛下决心的话，等到三月份欧冠

出局后就悔之晚矣。

齐达内甚至向弗洛伦蒂诺推荐了新帅

人选，齐祖很希望里皮能够拿起皇马教鞭。

齐达内和里皮在尤文图斯合作过， 齐祖非

常了解“银狐”的能力，而且他认为意大利

人能够管理好皇马的更衣室。 不过里皮现

在正在中超执教广州恒大俱乐部， 而且他

在恒大的年薪很高， 何况合约年限还剩下

两年。 皇马主席在咨询过意大利人的情况

后得到了令人失望的回复。

门德斯是坚定战友

想引进德赫亚当卡西替身

“皇马将在明夏引进一名新门将”，

《阿斯报》昨天这样说道。皇马想买门将算

不上大新闻， 因为阿丹早就决定要在明夏

离队。 但考虑到卡西被穆里尼奥雪藏这一

背景，这篇报道十分耐人寻味。这家皇马喉

舌报明确指出， 皇马不需要一个平庸的替

补门将， 而是希望得到一名能够与卡西形

成竞争局面的实力派门将。

皇马最有可能得到的门将是德赫亚。

本赛季中， 德赫亚转投穆帅的经纪人门德

斯旗下。据《机密报》透露，门德斯已经当

面向德赫亚保证， 他能够帮助德赫亚重返

西甲甚至加盟皇马。 德赫亚在英超过得并

不开心， 本赛季他需要和林德加德竞争上

岗。不过皇马引进德赫亚难度不小，曼联为

他支付了2000万欧元转会费， 皇马的出价

将必须高于这一数额。 当了门德斯的 “门

徒”后，西班牙第二国门德赫亚也难免会站

在穆帅这边，形成与卡西的较量。同属穆帅

这边的皇马队友还有佩佩、科恩特朗、马塞

洛和迪马利亚四人。另据西班牙《ABC》报

透露，目前有86%的皇马会员仍然是穆里尼

奥的支持者；不过经过马拉加一败，经《马

卡报》统计，超过8成的球迷都希望俱乐部

炒掉穆帅。

即便穆帅在皇马已经待不下去了，他

也必然会选择另一家豪门俱乐部执教。据

《国家报》记者迭戈·托雷斯透露，今夏穆

里尼奥就已通知门德斯， 在2013年夏天为

他找个理想的新东家。 在门德斯联系的五

家俱乐部中， 惟一无条件欢迎穆里尼奥的

是国际米兰。莫拉蒂向门德斯保证，只要穆

里尼奥回归， 国米会给他最大的权力。曼

联、 切尔西和巴黎圣日耳曼也愿意给穆帅

一个机会。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编译

于涛转会事件起风波

朱骏:足协裁定不利将上诉FIFA

� � � �关于上海申花球员于涛转会上海申鑫

一事，最近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此前，申

花曾表示在与于涛的合同中有明确的优先

续约条款，于涛目前转会申鑫属于违约，需

缴纳罚金。但申鑫却在随后称，申花与于涛

在足协备案的合同中并未写有优先续约条

款，所以于涛转会并不存在违约的情况。就

在昨日，申花方面再次表态，已经派出领队

郭光琪前往北京查阅足协的那份备案合

同，必须为此次转会讨一个说法。

申花投资人朱骏在接受《足球报》采

访时表示， 如果是具体经办人员的工作失

误，导致申花在给中国足协的备案合同中，

没有提到，俱乐部对于涛有优先续约权，并

且中国足协的裁定，对申花不利，那么申花

会把此事提交到FIFA裁决。“我所了解的

是，FIFA对于备案合同有着另一种的解

释，这种解释对申花有利。”同时，朱骏称

申花从来就没有想过要放弃于涛，“申花

球迷把于涛比作申花的队魂，对于这一点，

申花俱乐部持同样的观点。”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整理

德甲双雄告状

圣日耳曼有违财政公平政策?

� � � �自马拉加被取消明年的欧战参赛资格

后， 欧洲球队的财政状况一下子成为了众

人的关注焦点。据德国媒体《图片报》近日

报道，拜仁主席鲁梅尼格和多特蒙德CEO

瓦茨克指出， 法甲强队巴黎圣日耳曼在维

持财政公平方面存在“舞弊”情况，希望欧

足联做出动作。

此前就曾有媒体报道，为了达到欧足联

财政公平政策的要求，法甲“暴发户”巴黎

圣日耳曼和卡塔尔旅游局签订了一份巨额

赞助合同，球队将每年获得1.5亿欧元的超高

额赞助费，合约期长达4年。但众所周知，巴

黎圣日耳曼的幕后老板属于卡塔尔王室成

员，所以“大巴黎”的这一合同，无异于是一

桩“左口袋钱进右口袋”的把戏。

对于巴黎圣日耳曼这种， 通过玩花样

来达到扩大赞助来源的方式， 目前还身兼

世界欧洲俱乐部协会的鲁梅尼格表示了不

满， 但他也表示相信欧足联方面会有所动

作，“我很担心他们树立了不好的榜样，这

不是个秘密。不过，我始终坚信欧足联会做

出动作的。”同时，德甲另一支球队，多特

蒙德的CEO瓦茨克也对巴黎圣日尔曼的

行为表示了不满， 但他并不认为欧足联会

对巴黎圣日尔曼进行处罚，“很难有什么

处罚， 我觉得欧足联会仔细分析这一年的

情况，然后进行对比，对赞助费的数字进行

一定程度的调整。”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整理

恒大正式宣布巴西新星加盟

“鸟叔”的骑马舞 舞伴越来越少

挺

前任经理巴尔达诺、B队主帅托里

尔、前队医埃尔南德斯、主席顾问

齐达内、卡西、拉莫斯、C罗……

在穆里尼奥将卡西放上替补席

后， 一直不愿意干涉球队管理的弗洛

伦蒂诺终于坐不住了。据塞尔电台《横

梁》栏目透露，弗洛伦蒂诺将在新年过

后召见皇马四大队长， 他想知道球队

到底怎么了。 皇马的四大队长分别是

正队长卡西、第一副队拉莫斯、第二副

队马塞洛和第三副队伊瓜因。

四大队长中只有马塞洛一人是

葡萄牙帮的，卡西、拉莫斯和伊瓜因

都是西班牙帮的。 在处置卡西之前，

穆帅也曾一度将拉莫斯冷藏，按理说

此二人都会坚决反对葡萄牙人继续

掌权。然而，卡西日前在马德里参加

慈善活动时却首先服软，“穆里尼奥

没有必要解释自己， 不论是你上场，

还是不上场。”关于自己的状况，卡西

说，“我很好， 但这取决于教练的决

定。”他同时表示，“我和阿丹之间是

健康的竞争关系。” 皇马主席弗洛伦

蒂诺同时出席了比赛，被认为是对卡

西表示支持的行为，但卡西表示，“他

是来这儿支持这个比赛的。”昨天，皇

马还拍摄了球队的圣诞新年致辞，在

拍摄过程中，穆里尼奥和同处于矛盾

漩涡中的两位队长虽然没有任何交

流， 但无碍大家都露出和睦的微笑。

拉莫斯除了小声嘀咕“卡西坐替补席

让我惊讶”后也再无动作。

弗洛伦蒂诺显然也在糅合两派的

关系。 在俱乐部例行的新年发言录像

中， 弗主席极力粉饰皇马的太平，

“2012年我们获得了竞技和经济的双

丰收， 这一切都得益于整个俱乐部的

团结和稳定。”值得担忧的是C罗，C罗

昨天告诉《体坛周报》特约记者马塔

亚纳，“如果离开皇马， 他不会主动跟

随穆帅加盟另一家俱乐部。”

齐祖推荐里皮接替穆里尼奥

穆派

门德斯、佩佩、科恩特朗、

马塞洛、迪马利亚

穆派

NBA五场新年大战等你看

明日新年大战五场比赛

（

客队在前，均为北京时间

）

1

：

00

凯尔特人

VS

网队

4

：

00

尼克斯

VS

湖人

6

：

30

雷霆

VS

热队

9

：

00

火箭

VS

公牛

CCTV5

11:30

掘金

VS

快船

CCTV5

新年后将召见皇马四大队长

弗洛伦蒂诺站在卡西这一边

●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日在全国推进

学校体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应高

度重视学生体质健康，自

2013

年起，我国

将全面开展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并向学生

和家长通报测试结果。

●

昨晨，切尔西展现

了两年多来在英超赛场最犀利的攻势：切

尔西

8

比

0

横扫阿斯顿维拉，追平球队历史

最大获胜比分。切尔西本场

8

个进球由

7

名

球员打入， 这是英超自成立以来首次有一

支球队在单场比赛里有

7

名球员完成进

球。 胡敏娟

汪嵩选择留守绿城

昨日， 广州恒大俱乐部官方宣布巴甲

博塔弗戈球星埃尔克森正式加盟恒大，与

俱乐部签约4年的消息。此前，巴西媒体就

曾披露埃尔克森已经与恒大签约。 而这次

恒大官方宣布， 也让这一转会成为板上钉

钉的事实。根据恒大俱乐部的消息，这次引

进埃尔克森，恒大付出了570万欧元的转会

费，而此前巴西媒体报道的数字为650万欧

元，从这个角度看，埃尔克森的转会费远低

于当初孔卡加盟恒大时的1000万美元，而

且埃尔克森23岁的年龄比孔卡更有优势。

据恒大透露， 埃尔克森将于明年1月5

日左右抵达广州， 届时恒大将召开新援见

面会。昨日，恒大官网还发布了一篇近2000

字的文章，详细介绍埃尔克森的生平，并将

这位年轻的中场称为“冉冉升起的世界级

潜力球星”、“最受关注的桑巴天才”、“新

一代的胡尔克”、“巴西杰拉德” 等等。另

外，恒大还将埃尔克森加盟上升到“具有历

史性意义”的高度！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新新闻

埃尔克森曾入选巴西国家队

皇马昨日拍摄新年写真，穆里尼奥（左三）与圣卡西（左一）均亮相送祝福

贴吧爆料

为拿冠军

学校不惜重金请金强球员代打

中国初高中篮球联赛由中国中学生

体育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中学生

篮球赛事，本月22日的百度“南充高中”

贴吧中出现了一篇猛料称，在当天开始的

第一阶段四川赛区比赛中，东道主南充代

表队的运动员无论从身体素质，还是在热

身中所展现出来的技术动作都远远超过

同龄人，对此，不少其他球队的教练都很

纳闷。

这篇帖子继续透露，更出人意料的事

情发生在南充高中队与西南交大附中队

比赛上半场结束时，从场外涌进数十名学

生模样的人，站在场地中央高喊“我们要

参赛！我们要上场！反对弄虚作假！”的口

号，任凭老师驱赶也不离开，比赛更是因

此而中断。据带头喊口号的学生“小宇”

（

化名

）介绍，他们都是南充高中的高三

学生，在校参加了3年的训练，一直盼望能

参加这次全国联赛，但是，学校却为了要

拿冠军，不惜重金到成都“金强俱乐部”

请来职业篮球运动员代表南充高中队比

赛，“南高的学生一个都不能上场参加比

赛，这样的比赛不仅伤害了我们本校艺体

生的切身利益，更是对前来我们南充参赛

的其他代表队不公平。” 也有不少自称该

校学生的网友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了一名事发

时在现场的该校学生，据他介绍，在此事发

生后， 南充高中队在这场比赛中还是坚持

用这5名球员为主的阵容打完剩下的比赛。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对本校的篮球队

队员很熟悉，但这5名球员都是生面孔，“他

们应该就是学校从金强请来的职业球员。”

据悉，随后几场比赛，这些职业球员

出场的时间开始减少，半决赛中只上场一

节，决赛中五名职业球员均未上场，而全

学生阵容的南充高中队最终只取得亚军

的成绩。

金强证实

没有收钱

但确实“借”给该校5名球员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还采访了四川金强

俱乐部， 俱乐部新闻发言人邹敏承认确实

是临时“借”给南充高中队五名球员，刚好

凑够一支球队的首发名额。邹敏透露称，上

个月月底，NBL的球队在秦皇岛集训期间，

南充高中队的相关人士找到金强俱乐部，

表示希望能够跟俱乐部建立合作关系，

“就是把我们梯队的小运动员的学籍放到

南高，大家也都知道，职业篮球的淘汰率很

高， 我们梯队的小球员长期都在俱乐部进

行训练和比赛， 如果没有学校保留学籍的

话， 他们今后要是打不上NBL或者CBA的

话，就连学业都没法继续了。在建立这种合

作关系后， 我们的队员今后也多了一份保

障。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对方需要的时候，

借给他们一些队员去打比赛。”

邹敏还表示， 双方在签订了合同之

后，这五名队员的学籍很快上到了南充高

中，本次比赛之前，这五名队员也到南充

准备参赛。至于该校学生提到的学校花费

“重金”这一问题，邹敏予以否认，“我们

没有收取对方一分钱。”

此外，南充市体育局一位副局长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请职业球

员代打比赛一事属实， 但具体情况如何，

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职业球员

打中学篮球比赛引争议

对在中国初高中篮 球联赛四川赛区的比赛中出现的这一幕，南充高中方面表示他们的学籍在本校

本月22日，2012-2013中国

初高中篮球联赛四川赛区的比赛在

南充高级中学开幕。 也就在开幕当

天， 一段颇具视觉冲击力的视频在

网上流出。视频画面显示，在东道主

南充高中队与来自成都的西南交大

附中队的比赛中， 数十名学生突然

闯进赛场， 高喊着 “南高弄虚作

假”、“我们要参赛” 之类的口号，

比赛不得不因此而中断。 成都商报

记者昨日了解到， 闯入赛场的学生

都是南充高中艺体班的体育特长

生，他们抗议的原因，是因为该校为

了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专门

从NBL四川金强俱乐部招来了5名

职业篮球运动员， 导致原本校篮球

队的体育特长生要么没能获得参赛

资格，要么上场时间不够，而无法评

上国家二级运动员。

球队教练：

职业球员的学籍在南高

代表学校参赛无可厚非

部分南高学生涌入赛场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