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讯（记者 周玥廷）

昨日，

国家体育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为

表彰 2012年度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

和教练员，现决定授予陆滢等 100名运

动员、刘海涛等 104名教练员体育运动

荣誉奖章。 此次表彰是根据《授予优秀

运动员、教练员体育运动奖章的暂行办

法》。 值得一提的是，林丹、孙杨、叶诗

文等奥运冠军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这

次的表彰榜单上，名单中却有在伦敦奥

运会上因“消极比赛”而受到国际奥委会

和世界羽联处罚的于洋和王晓理。

伦敦奥运会后， 韩国羽协和印尼羽

协先后对该国在伦敦奥运会上消极比赛

的球员及相关教练进行了处罚， 有球迷

认为“中国队不仅不惩罚，反而还表彰，

说不过去啊。”不过很多网友也跟帖表示

理解， 毕竟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前，于

洋和王晓理一直稳居世界羽联女双世界

第一。

总局授予于洋王晓理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万年真爱日”突然传来了老马的乘龙快婿———阿圭罗和妻子

吉亚妮娜·马拉多纳分手的消息。

据阿根廷《奥莱》报报道，新年伊始，吉亚妮娜注册了她自己的微

博账号，结果球王的女儿一上来就发言证实已经和阿 K U N 分居近半

年之久。 她还表示“这是极其艰难的一年，此间发生了很多变化。 ”有

球迷回复希望吉亚妮娜能看在 3岁儿子本哈明的份上，再给阿 K U N

一次机会，但吉亚妮娜只简单地回复了一句“我们分手了！ ”

马拉多纳在 2008年将女儿介绍给了阿圭罗， 随后两人确立了

恋爱关系并有了爱情的结晶。 吉亚妮娜和阿圭罗已经结婚 3年多

了，因为这层关系，阿圭罗和马拉多纳的关系非常亲密，翁婿两人

还一同合唱过一首歌曲，献给吉亚妮娜。 其实两人的关系恶化早

有端倪，去年 10月，阿根廷队在主场迎战乌拉圭队前，就有媒体

曝出阿圭罗已经和吉亚妮娜分居，“两人已经很久没有面对面交

流，阿圭罗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和吉亚妮娜没有任何接触。 ”

但此后无论是阿圭罗还是吉亚妮娜都没有对该消息予以回应。

两人分手的消息在网上激起大批球迷 “再也不相信爱

情”的哀叹之声，有球迷在微博上痛骂阿圭罗“愚蠢至极，完

全是个白痴”并安慰吉亚妮娜“阿圭罗完全配不上你。 ”这

条微博随后得到吉亚妮娜的亲自回复，

她大度地说：“别这

么说，他毕竟是我儿子的父亲，而且他也绝不是你所说的那

样。 当一对夫妻决定分开，两方肯定都有错。 ”

昔日的爱侣缘何分手？《每日镜报》援引阿根廷媒体的

说法称，吉亚妮娜太过迷恋派对式的生活，这让阿圭罗很不

满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的分歧，两人的关系最终走到了

尽头。但西班牙《世界报》则曝料阿根廷 26岁当红歌星卡

丽娜·特耶达的插足才是夫妻俩关系恶化的关键。 阿圭罗

是卡丽娜的忠实粉丝，去年 5月，卡丽娜和男友情变分手

也和阿 K U N 有关。《世界报》还表示，卡丽娜已经准备

动身前往曼彻斯特陪伴在阿根廷前锋的身边。不过卡丽

娜在接受《号角报》的采访时澄清说，自己目前还在阿

根廷家中陪伴母亲，根本没有前往曼城的计划。西班牙

媒体《C IU D A D 》则调侃说，老马自己对婚姻不忠给

女婿做了极坏的榜样，直接连累了自己的女儿。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登录了吉亚妮娜的微博，她

仿佛已经从分居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时常晒出自己

和儿子本哈明快乐游玩的片段， 还经常和网友交

流育儿经。如今，吉亚妮娜独自带着 3岁多的本哈

明在马德里定居。 值得一提的是，吉亚妮娜的关

注人中既没有他的父亲老马，也没有阿圭罗。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离婚“头七”未过

肥罗又有新欢了

据巴西《圣保罗页报》报道，当地时间去

年 12月 27日才与第三任妻子比亚·安东尼

离婚的罗纳尔多， 在重获自由后不到一个星

期就搭上了新欢。为了欢度新年，罗纳尔多前

往乌拉圭著名度假胜地埃斯特角，《圣保罗

页报》曝光了肥罗在这里与一名女子的甜蜜

合影， 并披露这就是肥罗的新女友———一位

名叫保拉·莫拉伊斯的夜总会 D J。

《圣保罗页报》挖掘出了保拉的履历，

她出生在巴西中部城市戈伊亚尼亚，15 岁

来到里约热内卢，还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

间。 保拉对体育十分热衷，她曾参加了一个

名叫“无止境旅程”的活动，从智利北部前

往环境恶劣的巴塔哥尼亚地区， 在 34天里

经过了 17个城市。 作为巴西著名作曲家奥

兰多·莫拉伊斯的侄女，保拉颇具音乐天赋，

2010年她参与了著名歌手碧昂丝和艾莉西

亚·凯斯的歌曲演奏， 这也让她在巴西名声

大噪，并成为了一名活跃在里约热内卢各大

夜店中的 D J。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编译

帕托回巴西

芭芭拉怎么办？

昨日凌晨，A C 米兰在俱乐部官网中

宣布，巴西前锋帕托以 1500万欧元转会新

科世俱杯冠军科林蒂安。据悉，帕托将与科

林蒂安签下一份为期四年的合约。 而科林

蒂安则在官方声明中表示， 帕托将在几天

之后接受身体检查， 通过之后双方将正式

签约。

作为贝卢斯科尼女儿芭芭拉的男友、

A C 米兰俱乐部的“准驸马”，帕托居然遭

到 A C 米兰的清洗， 这让不少帕托的球迷

伤心地表示“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但贝卢

斯科尼在接受 kiss�kiss电台采访时透露了

帕托转会的详情，他说：“是帕托要求我们

把他送回巴西去的， 但他答应我们在未来

肯定会重返 A C 米兰， 在 2年或者 3年之

后， 所以我们才会把他卖给南美最有声望

的俱乐部。 ”《都灵体育报》也证实了贝卢

斯科尼的说法， 他们表示加利亚尼和科林

蒂安谈判时，特别加入了回购帕托的条款，

这也预示着未来帕托依然有机会回归圣西

罗。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编译

新新闻

●

昨日， 首届深圳网球公开赛上演

“金花德比”，李娜最终以

6

比

4

和

6

比

0

直落两盘横扫彭帅，在新赛季首项赛事中

闯入了决赛。

●2016

年里约奥运会，高尔

夫球项目重返奥运，但现世界第一的麦克

罗伊却面临代表英国还是爱尔兰参赛的

纠结，有消息称他甚至可能因此放弃参加

奥运。

●

伦敦奥运会田径男子百米决赛现

场曾有醉汉从观众席扔酒瓶砸向运

动员， 英国警方近日公布案件详情，

醉汉名为吉尔·韦布， 曾有过狂躁病

记录，当时他在现场扔酒瓶是想让博

尔特输掉比赛。

●

当地时间

1

月

3

日， 南非山地自行车选手伯·斯坦德

在其住所附近进行训练时与一辆出

租车相撞后不幸身亡，年仅

25

岁。

●

《巴黎人报》透露，

C

罗与巴黎圣日尔曼队

已经就今夏转会事宜达成一致， 届时圣

日尔曼很有可能向皇马支付

1

亿欧元的

转会费。

●

《北京青年报》报道，从今年起

女足国脚将领到由国家体育总局拨发的

奥运备战奖励基金， 每期集训每人最高

可以领到

5000

元奖金， 再加上训练津

贴， 女足国脚为国家队效力期间的月收

入最高可突破一万元。

姜山 周玥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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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V

21:30

足总杯 斯旺西

VS

阿森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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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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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甲 尤文图斯

VS

桑普多利亚 欧洲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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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变动以实际播出为准

当地时间 1 月 5 日，2013 年达喀

尔拉力赛将于秘鲁拉开大幕，进入到首

赛段的争夺。 一年一度的“追梦之旅”

又将开始，赛事组委会一直表示要为这

项赛事注入新的元素，那么今年的达喀

尔拉力赛与往年相比又有什么不同呢？

创纪录：“勇士”数量空前

今年，有来自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59位车手参赛， 参赛规模再创纪录，

而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车手参赛则是

1978年以来最多的一届。另外，本次参

加四轮摩托的人数达到 40 人，同样是

历史新高。据官方透露，本届达喀尔的

难度将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车手

们需要经过安第斯山脉、 阿塔卡马沙

漠就证明了比赛绝对不会轻松， 最高

途经海拔更是达到了 4975 米，这又是

一个创纪录的数字。

第一次：首日就出现沙漠赛段

本届达喀尔赛事将出现萨尔瓦多、

委内瑞拉、巴拉圭、埃及、赞比亚和蒙古

车手的身影，这些国家的参赛选手都是

第一次亮相达喀尔。本届达喀尔拉力赛

将从秘鲁首都利马出发， 经过阿根廷，

最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结束， 全程共

8574公里。 本届赛事启用的是类似非洲

版达喀尔的“由北至南”的路线，这也是

达喀尔转战南美后的第一次。今年的发车

台设在利马的武器广场，与以往赛事不同

的是， 比赛第一天就会出现沙漠赛段，这

在达喀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不过，赛事

难度和参赛者所需要承受的压力还是要

在随后的赛段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参赛者：最年轻 19 岁、最年长 71 岁

本届达喀尔赛最年轻的选手是荷兰

19岁的摩托车手佩尔特， 他是一名出自

赛车世家的商贸专业的大学生，父亲曾 8

次征战达喀尔拉力赛。 而最年长的则是

来自阿根廷的汽车组车手克劳迪奥，他今

年已经 71岁， 这位老人此前曾 4次参加

达喀尔，但都未能完赛。 另外，今年还有 9

对父子同场竞技，其中 7对来自南美洲。

中国方面，魏广辉将在摩托车组中继

续代表金城摩托车队参赛。汽车组则有中

国新生代车王周勇为长城汽车重装打造

全新的“哈弗达喀尔车队”出战，从人数

上来说，只剩“双引擎”的中国军团在声

势上显然不如 2012年和 2011年。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达喀尔今日启动

71岁老将第五次当追梦人

我们在祈求爱你一生一世

他们在唱相爱没那么容易

昨天是 2013 年

1 月 4 日， 因为这个

日子谐音是爱你一生

一世（201314），国

内众多青年男女纷

纷选择在这一天走

进婚姻的殿堂，有

趣的是， 世界体

坛各种情爱新闻

昨 天 也 赶 来

“凑热闹”，但

当你看完这组

新闻，你会发

现， 红尘俗

世， 爱一个

人一生一

世， 实在

是太难太

难。

据美国八卦媒体 T M Z 昨日曝料，67 岁的 N BA

名教头“禅师”菲尔·杰克逊终于向现年 51岁的女友

珍妮·巴斯求婚，而后者也在微博上开始大秀幸福：上

传自己镶有硕大钻石的订婚戒照片， 同时还附上这么

一句话“菲尔终于给了我想要的那枚戒指”。

杰克逊在 1999年接手湖人之后， 和湖人执行副总

裁，同时也是球队老板杰里·巴斯的大女儿珍妮·巴斯陷

入爱河。 2001年两人正式开始交往。在篮球层面上，两人

携手帮助湖人在 2000年到 2002年实现三连冠伟业，然后

又在 2009年和 2010年蝉联 N BA 总冠军。 但两人的感情

并非一帆风顺，2010- 2011赛季时，杰克逊突然宣布这将是

自己执教 N BA 的最后一个赛季。 当时就有传言说，如果杰

克逊辞职的话，珍妮将与他分手。 但两人的关系并未受到这

件事情的影响。

尽管感情稳固，但两人似乎一直没有结婚的念头，杰克

逊有过两次婚姻，但都最终离婚，现在有 5个孩子。而珍妮·巴

斯更非省油的灯，她曾经全裸登上《花花公子》的封面，和罗

德曼有过一段感情史，还结过一次婚，前夫是美国排球明星史

蒂夫·蒂蒙斯。

时隔多年，蒂蒙斯在谈到珍妮时依然感慨不已，

在他看来，珍妮完全是一匹不可驯服的野马。 此前，在接受采访

时珍妮曾表示，她跟杰克逊彼此相爱，但不会结婚，“我想结婚，不

过菲尔那一代人不喜欢结婚，他们感觉没有婚姻更快乐。

他真的

不想再结婚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不想娶我。 我开始还不理解菲

尔，但花上一段时间后，我也认同他了。 我们在一起 10多年了。 这

段感情是我最长也是最成功的，我非常幸福。 ”

杰克逊跟珍妮·巴斯的订婚消息传出后， 外界纷纷推测禅师可

能会回归湖人，ESPN 专家马卡兹就调侃说：“如果禅师执教湖人，说

不定他会送给珍妮·巴斯另外一枚戒指

（总冠军戒指）

。”事实上，阻碍

杰克逊重掌湖人教鞭的最大障碍，恰恰就是他跟珍妮·巴斯的关系。众

所周知，球队老板杰里·巴斯已经 78岁高龄，早已退居幕后。 就如同发

生在所有电视剧集中大家族的狗血情节一样， 在湖人俱乐部也上演着

一出“豪门恩怨”。 目前主管湖人日常事务的是老巴斯的小儿子吉姆·

巴斯，但其上位不久，根基未牢。他最大的对手就是姐姐珍妮·巴斯，后者

担任球队执行副总裁多年，关系网可谓根深蒂固，并不把自己的弟弟放

在眼中。因为和珍妮的关系，杰克逊在湖人执教期间被看做是湖人的半个

老板。 他在这支球队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主教练的范畴。 这种情况自然是

吉姆·巴斯无法容忍的，2009- 2010 赛季， 据说这两人彼此间没说过一句

话。 所以，只要巴斯家族内部的斗争还没平息，外界就不应该对禅师回归湖

人抱太大希望。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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