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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又换帅

朱孙缘分已尽？

� � � � � � � � � �朱志根因身体原因回杭州 张亚东赴京暂时接管孙杨

成都将办国际极限运动会

2014年中国·成都国际极限运动会

将于今年10月24日至26日， 在成都市高

新区的美洲时尚体育中心举办。“这是

世界第二大极限运动赛事今年首次开启

世界巡回赛，令人高兴的是，这个赛事走

出本土的第一站，就选择了成都。”成都

市体育局局长谭学军昨日在该赛事新闻

发布会表示。

成都高新区的美洲时尚体育中心，是

吸引赛事组委会把比赛放在成都的重要

原因之一。“这里有着中国最好的极限运

动场地群！”创办该赛事的法国飓风极限

运动公司活动部经理皮尔昨日在成都表

示。据了解，将有150名成都本土极限运动

爱好者参加此次运动会。中国极限运动协

会秘书长魏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极限运动方面， 中国起步比较晚，但

目前已有了国家队，整体水平在亚洲也达

到了中上水平。接下来，就是要多引进世

界大赛，让更多国内青少年了解和参与极

限运动。”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核心

提示

昨日下午， 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紧

急召开一个与孙杨有关的新闻发布会。 整个

新闻发布会仅进行了十分钟左右， 分管游泳

的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竞技体育二系主

任卢刚在发布会上正式宣布： 朱志根因为身

体原因回杭州治疗， 现由浙江省体育职业技

术学院副院长张亚东负责孙杨的训练。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尚修堂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张亚东带孙杨的时间暂定到今年9月的仁川

亚运会。之后再考虑由哪个教练来带孙杨。”

从这句话来看， 朱志根与孙杨这对金牌师徒

组合的缘分已很难延续了。

这边宣布换帅

那边已经上任

几乎在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的同时，在北京，张亚东已身在国家

体育总局训练局游泳馆带着孙杨训练。 央视

体育频道在昨日下午6点播出的《体育新闻》

节目中称， 在跟随国家游泳队训练的一个月

里，孙杨狂瘦了22斤，现在的他，体重只比伦

敦奥运会时重了2斤， 八块腹肌再次出现。节

目中还播放了张亚东带着孙杨训练的画面，

两人相处十分融洽。

其实，这不是张亚东第一次带孙杨。早在

去年7月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前，孙杨与主管

教练朱志根闹翻， 张亚东就临时接过执教孙

杨的教鞭。但那时张亚东一直表示，自己只是

“救火队员”， 不会长时间带孙杨的训练。今

年初的冬训，孙杨果然重新回到朱志根手下。

再过20来天， 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仁川亚

运会选拔赛就将在青岛拉开战幕， 此前因为

无证驾驶被拘而禁赛的孙杨， 已经确认在本

次比赛中复出。在如此关键的备战时间，官方

突然宣布孙杨更换教练，着实令人意外。

尚修堂：

张亚东暂带孙杨到9月

昨日下午，在获悉这一信息后，成都商报

记者第一时间拨通了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

管理中心副主任尚修堂的电话， 他强调朱志

根目前依然是国家队教练组成员，不能用“请

辞”来定性朱志根这次离开国家队，“什么叫

请辞？他（朱志根）只是因为生病回去疗养。”

随后， 尚修堂还表示，“张亚东带孙杨的时间

暂定到今年9月的仁川亚运会。之后再考虑由

哪个教练来带孙杨。”

孙杨曾跟随其主管教练朱志根十余年，

并在伦敦奥运会上一举夺得奥运会金牌。可

过去一年多，师徒二人之间多次爆发矛盾。这

不是孙杨和其主管教练朱志根第一次 “分

手”，不过却是官方首次主动对这对金牌师徒

组合“分手”给出正式说法。

另外， 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在发布

会还表示，自3月19日起，解除对孙杨的停训

和扣发相应津补贴的处罚， 并经国家队同意

后让其正式参加国家队的训练，“从近一个月

的情况看， 孙杨能严格遵守国家队的管理制

度，日常行为表现也有了进步，身体机能状况

有较好的恢复，达到了‘解禁’的基本要求。”

同时，学院也表示“将解除对孙杨停赛、停止

参加商业活动的处罚。”这意味着，孙杨又可

以参加比赛和商业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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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赛落户成都

四国青年队

6月鏖战蓉城

昨天，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足协召

开新闻发布会并发布正式消息：2014年

“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于6月4

日-6月8日在成都举行， 参赛球队为中

国、巴西、克罗地亚和新西兰的U19国青

队。据福特宝公司总经理董铮介绍，为备

战今年10月在缅甸进行的亚青赛， 中国

U19国青队在本次“熊猫杯”赛上将派出

大量在欧洲踢球的球员， 而成都两名海

外球员向柏旭、张修维也可能回国参赛。

据中国足协竞赛部部长戚军介绍，

“熊猫杯”是由中国足协、成都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并倾力打造的一项极具国际

影响力和观赏性的高端国际青年足球赛

事，“这次邀请巴西、克罗地亚等国际足

球强队参赛， 就是希望中国国青队能够

从对手身上学习先进的技战术， 累积国

际比赛经验。”本次比赛，将是巴西U19

队首次来华参加正式比赛。 去年U20世

青赛，克罗地亚U19队杀进了16强，实力

也很强。戚军说：“国家队只是我们国字

号队伍建设的一个面， 青少年梯队的建

设将成为我们的重点。 今后我们将侧重

为各级男女国青队打造高水平的国际赛

事，以锻炼我们的队伍。”据戚军介绍，

这次“熊猫杯”比赛还罕见地设置了比

较高的奖金，冠军奖金为5万美元，亚军

为3万美元，这是国内举办的青少年国际

比赛中首次设置这么高的奖金。

“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落

户成都， 目标是将该项赛事打造成中国

乃至亚洲该级别规模最大、层次最高、连

续性最强的国际青年足球赛事， 同时也

将提升成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知名

度。 成都市体育局局长谭学军表示，

“‘熊猫杯’ 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中

国一项重要的品牌国际青年足球赛事，

今后每年都会在固定时间在成都举办，

让赛事成为未来国际足球巨星的摇

篮！”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人大附中恒大皇马足球学校2014

年全国招生启动

恒大足校

今年再招800人

4月23日，人大附中恒大皇马足球学

校2014年全国招生启动仪式在广州恒大

中心隆重举行。 根据恒大集团制定的发

展战略及未来发展需要， 人大附中恒大

皇马足球学校2014年将面向全国招生

10-15岁热爱足球， 具有运动潜质及一

定足球运动基础的男女在校生800名。人

大附中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现有在校生

2300余人，今年9月学生将超过3000人。

从4月23日开始，人大附中恒大皇马

足球学校将面向全国26个省、 自治区，4

个直辖市的中、 小学校开展足球宣传工

作，一方面推广足球运动，同时发掘优秀

的足球苗子。据悉，人大附中恒大皇马足

球学校招生名额主要向低年龄段学生倾

斜，比例达到80%。至于对生源的要求，恒

大表示首选孩子一定要热爱足球， 其次

要具有运动潜质并且有一定足球运动基

础。新的学年，学校招生工作重点将由注

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移，确保生源质量。

2013年底， 恒大集团与中国人民大

学及其附属中学签署合作协议， 由中国

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委派主管教学的副校

长等基础教育专家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

教学工作。2014年招生工作中，学生的文

化课测试将由人大附中专家团队进行把

关。学校将进一步把控招生关，提高学生

文化基础水平， 为学校培养高素质足球

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经过中方教练、 运动训练学及选材学

专家、皇马专家团队的多次研究、探讨与测

试， 人大附中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制定了一

套针对中国儿童与青少年体质特点的详

尽、科学的选材标准。届时，学校将对报名

学生进行速度、力量、耐力潜质、协调性、柔

韧性和智力的测试， 层层选拔出优秀足球

苗子就读恒大皇马足球学校。 只测体育素

质及智力，不测足球的专业能力，以求最大

限度挖掘潜质学生，扩大足球人口。

2012年，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正式开学

并正式招生1086人。2013年新招生人数同

比增长28%， 目前在校学生人数已超过

2300人，规模全球第一。“从娃娃抓起”培

养足球好苗子，表明恒大将办足校作为公

司的长远战略而非短期行为。

（李杨）

2013

年

1

月

30

日，媒体公开孙杨恋情，孙杨予以确认。此后，孙杨与朱志根在

随后的一年矛盾不断。

2

月

1

日，媒体报道称孙杨多日不正常训练后终于在游泳馆出现，教练朱志根批

评他因为搞对象影响训练，但孙杨史无前例顶撞教练。

2

月

4

日，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对孙杨做出处罚：扣发一个月的训练津

贴，并暂停孙杨的一切社会商业活动，包括个人代言。

4

月初，孙杨解禁开始正式训练，其在媒体面前和恩师相互拥抱，随后便在

朱志根的带领下开始了训练。

4

月

15

日，有人爆料朱志根对训练现场的浙江游泳队赞助商工作人员发火，

孙杨表示不满，朱教练欲挥手掌掴孙杨，被后者挥手挡住。此后，孙杨的训练由

张亚东暂时取代， 孙杨在

7

月的游泳世锦赛勇夺三金并荣膺最佳男运动员，

400

米自由泳夺金后，孙杨激动流泪并感谢朱志根对自己的付出。

8

月

14

日，孙杨重回朱志根麾下，师徒二人好似已经彻底重归于好。

11

月

3

日，孙杨因无证驾驶被拘留，并被国家队和浙江方面处以停训、停赛、

停止社会和商业活动的处罚。

2014

年

4

月

24

日，浙江省体育职业技术学院解除对孙杨的一切处罚。

昨晚， 记者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张亚东了

解更多细节，后者在接听电话时，先是肯定了

朱志根是一位优秀的教练， 随后对孙杨也充

满期待， 在谈到孙杨何时能够参加商业活动

时，张亚东透露需要等总局批复？

记者：

你好张导，孙杨的消息已经铺天盖

地了。

张亚东：

是的，你们也知道了，一切都以

官网公布的消息为主，新闻通稿你也看到了。

记者：

孙杨又回到您身边，他目前状态

如何？

张亚东：

非常好， 他已经开始跟着我练

了，孙杨训练很刻苦，他也在积极备战（亚运

会预选赛）。另外，朱导（朱志根）也是非常优

秀的教练，这 一点大家都比较清楚。

记者：

我已经看到了新闻通稿，继解除停

训后， 又解除了他的停赛和停止商业活动的

处罚， 这是否意味着孙杨很快将恢复身边的

代言广告，参加一系列的商业活动？

张亚东：

这还需要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批

复，还在等总局的决定。

特约记者 曾啸

师徒风波大事件

张亚东：已带孙杨，何时参加商业活动等总局批复

朱志根孙杨

看不懂的师徒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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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两年冲超、三年冲亚冠的目标后，四川力达士俱乐部又有了更大的目标，昨日他们正

式对外宣布：四川力达士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计划在海外上市。由于目前国内还没有上市足球

俱乐部，此消息在圈内外迅速引起关注和热议，也引来了一些质疑。

力达士足球俱乐部计划上市

今年初，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了四

川力达士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上市申请，力

达士成为赴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川内首家民

营企业，受到外界广泛关注。当时该公司总裁

艾亚康就为公司设立了一个长远的目标：“我

们要成为中国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民营

企业。”

力达士足球俱乐部是艾雅康亲自投资组

建的， 这次上市， 他们也有着比较具体的规

划。“上市肯定能够带给球队很多好处， 比如

资金上的支持，还有管理方式的提高，英国方

面对于资金的运用有着很具体的标准， 这样

高度监管和治理, �将会大大帮助清除中国足

球过往的一些负面形象。”宁建国表示。

然而，力达士足球俱乐部的“美好愿望”

却不太被看好。“一般来说， 企业上市是为了

融资，如果上市成功，可能会获得一定资金上

的支持。 但以力达士足球俱乐部现在的社会

分量来说，获得的融资额度应该不会太多，如

果只是一两千万，其实对他们意义也不大。不

过对提升他们品牌名气肯定有用。”一位从事

证券新闻报道的资深记者对此分析道。 而喜

爱足球的孙先生的态度更加直接：“这更像是

一个噱头！ 因为全世界都是老板有了钱才会

搞足球， 没见过哪个老板是靠搞足球赚钱起

家的。”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力达士足球俱乐部昨日对外表示， 俱乐

部目前已成功建立整体海外上市结构， 并在

两周前成功取得国际上市控股公司国际代

码。“四川力达士足球俱乐部自2013年10月组

建以来， 不断发展壮大， 已汇聚注册球员33

名， 教练员3名……这些都是我们上市的资

本。”力达士足球俱乐部副总邓兵昨日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 为完成今年冲甲、 明年冲超目

标，公司董事会决定加大投入。

“借鉴欧洲足球俱乐部融资方式，探索中

国足球融资新路，尝试证券融资渠道，俱乐部

已与天富国际资本集团签订了在英国证券交

易所上市保荐协议， 由天富国际资本集团保

荐上市运作相关事宜。”力达士足球俱乐部在

其官网上透露道。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力达士足球俱乐

部有限公司计划于今年6月中下旬在百慕大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正式上市，并努力在最短

时间内， 升板至英国伦敦之一交易所主板。

在国外，曼联、多特蒙德都是世界闻名的上

市足球俱乐部。如果力达士俱乐部也能成功

上市， 必然是中国足球史上颇具意义的一

笔。不过，作为还没有球队参加国内顶级联

赛的俱乐部，力达士上市的可能性到底有多

大？该俱乐部另一副总宁建刚在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选择上市的交易所和

板块的门槛没有想象的高，没有具体的数据

标准，如果公司前景好，有一定的财务能力

等，就可以提出申请。”这种说法也得到了金

融圈内人士的认同，在香港多年从事证券金

融方面工作的孙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每个交易所的要求不一样， 比如中国就必

须要求公司连续几年盈利，他们的这个选择

的确相对要容易些。”

上市门槛没有想象的高

融资可能没有预计容易

圈内人士：

融资效果有待观察

这边

那边

拜仁大佬赫内斯即将入狱

他服刑的监狱竟变旅游景点 T3

导读

参加昨日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杭州媒体表

示，孙杨、朱志根和张亚东三位当事人昨日都

没有出现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孙杨和张亚东

在北京训练，可朱志根现在在哪儿呢？

成都商报记者从国家游泳队一位队员那

里了解到，朱志根确实是回到了杭州，不过现

在仍天天泡在游泳馆里， 认真地带着他组上

队员训练。据悉，因为朱志根回杭州，原本在

国家队训练的朱志根组的其他队员也只能暂

时跟随他回到杭州训练。

“我不太清楚朱指导的病情，他从来不

在队员面前说这些。 感觉跟之前没有多大

变化，听他们组的队员说，回杭州后还不是

天天去游泳馆，带着大家训练。”这位队员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说。 朱志根的

电话昨日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不过在

之前的一次聊天中， 朱志根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他患有比较严重的淋巴瘤，还有血压

高等病，经常晚上疼得睡不着觉。朱志根组

的很多队员都很担心他的病情， 劝他尽早

进行手术治疗，可为了队上的训练和比赛，

他一拖再拖。

朱志根在杭州仍每天带训练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师徒就此分道扬镳？ 图据

Osports

张亚东 图据

Osports

力达士俱乐部总经理艾如昨日在发布会现场 图据

Ospo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