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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满贯入场券
是生日礼物

“对我来讲，能打进美国
公开赛已经是一个奖励了，
这是一个向顶级球员学习的
好机会。” ——何沐妮

作为世界女子高尔夫四
大满贯赛之一，始于1946年的
美国女子公开赛称得上是最
难取得资格、取胜难度最大
的。职业选手要获得比赛资格
需要较高的条件，比如LPGA
（女子美巡赛）上一年度奖金
榜前50名；日本、韩国或欧洲
LPGA奖金榜前5等，像何沐妮
这样的业余球员面临更激烈
的竞争，要在极少数的资格赛

取得好成绩才行。今年在美
国有四场针对业余球员的
资格赛，6月初何沐妮在
俄勒冈州伍德 OGA 球
场举行的区域资格赛
中，以两轮 142 杆的成
绩获得第二名，取得了
美国公开赛的入场券。6
月份何沐妮刚刚度过16
岁的生日，在伍德球场她
十分开心地指着积分榜
上自己的成绩拍照留念，
她说：“这是我给自己的
一份生日礼物。”

首次参加大满贯赛，
何沐妮的父亲给她当球
童，她在首轮还遇上了
雷暴天气被暂停了后7
洞的比赛，但两轮过后
她以+2 的成绩晋级了
决赛轮，成为首个打入
高尔夫大满贯决赛轮的
四川选手，同时也是晋
级大满贯赛事决赛轮
最年轻的中国球员之
一。四轮过后最终排名
第 53 的成绩已经足够
让何沐妮满意，因为她
还只是个16岁的业余
选手。她说：“对我来
讲，能打进美国公开
赛已经是一个奖
励了，这是一个
向顶级球员学
习 的 好 机

会。”

院校招生

家 教
●吴老师专教差生13981903019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空调城区有网点86629948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成百专业修空调加氟85554420

电脑维修
●安装宽带和商务光纤86118114
●华仁电脑上门维修：84530189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麻将新方法1477777272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九里堤中路87634151世博医院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85457778疏管低抽粪84553337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玉龙87326666低86259642空调

二手货交换
●高价一切二手货13438489919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二手车买卖
●高价收购二手车13194984169

律师服务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15928196318专业办理：工商注
册代理记账，各类建筑资质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金牛区星文日杂店烟草专卖零
售许可证副本（许可证号151001
0000004220，彭文举）遗失。
●成都红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510
125000030282);国税、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本 (税号5101142026029
4X);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代码
20260294-X)特此声明作废。
●蓉城出租11790舒国棋2011年7
月14号签订的定额任务合同及驾
驶劳动合同遗失作废。
●父贺进，母禹涛之子贺炼1999年
2月28日出生证遗失

土地转让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青城地售或合作13982123820

●天府大道南延线4公里处300

亩苗圃转让/联营13908022252

写字间租售
●庆玲楼梁家巷超低价86927793

营业房

酒楼·茶楼转让
●三圣乡精品院子招租、温江公平
精品院子招租13880828579
●无转让费700平15828154655
●彩虹桥茶坊转让13880311122

●售神仙树1千平茶15828327776
●低价转让2000平米簇桥酒楼。电
话18982155492

●西门欧尚茶楼转13708082558

餐馆转让
●200盈利中餐气18180933839
●星辉中路旺餐转13684048117
●转租南180平火锅13880269660
●林荫街200平中餐13882057882
●一品天下1200平餐饮铺面转让
15828295568许先生
●龙泉火锅低价转15881094888
●通锦路急转183餐18382087876
●510平中餐寻合作15002879016
●河边餐饮可办公18190933381
●670平盈利火锅转13438463296
●转财大餐馆有坝子可承包另汗
蒸美容馆求合作13350071039

店 铺
●租二楼商铺850平13350094982
●农家乐可做培训基地85101100
●亏售商铺急用钱13658098582

厂房租售
●售崇州19亩厂房13308048563

●双流木门厂转让18981829177
●盈利中独家经营废旧泡沫造粒
厂转让13438087585
●成温路独门独院13709007865
●沙西线厂房出租13881969579
●永宁镇厂房出租13628029426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邛崃鑫和工业园22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出租电话：13882157830
●温江厂房独院13880338698
●双流食品厂转让15928161528
●全新标准厂出租13808013982
●双流蛟龙工业港旁4200平、2100
平厂房出租13608089797

招 商
●酒公司寻合作转15208195320
●租售沿河美宾馆15828341107

何沐妮首次打进高尔夫大满贯决赛
轮，是四川高尔夫运动的突破。同时，何沐
妮也是更多学习高尔夫的青少年家庭的
榜样，她通过家庭培养模式走出来，取得了
优异的成绩，还获得了多家美国大学的青
睐。何沐妮的发展模式让外界看到四川省
竞技体育发展思路转变的一种方式，过去
竞技体育项目都是体育局办，但现在像高

尔夫这样的项目以职业化、社会化、家庭化
为主，没有场地，不养队伍，通过鼓励、奖励
社会的方式去发展项目，可以说取得了一
些效果。何沐妮此前还代表四川队参加过
2011年和2012年全国高尔夫团体赛，分别
夺得第五名和第三名，四川队也在第12届
全运会预赛中以第四名晋级决赛圈。

日前，《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实施意见》正
式发布，《意见》指出：“实行多点多极支撑，
多元共建高水平运动队，发挥市场主导作
用，鼓励足球、篮球、排球等重点项目走职
业化道路，促进乒乓球、羽毛球、网球、高尔
夫球等具备条件的运动项目社会化和职
业化转型，支持教练员、运动员职业化发
展。”像高尔夫这样的项目，政府将为社会

化培养的优秀运动员和运动队在参赛机
会、训练平台等方面提供支持，同时以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解决一定的训练和参赛
成本，逐步改变体制内循环和政府大包大
揽的传统局面，真正做到竞技体育的集约
化发展。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家庭在各类运
动项目中培养出教育训练兼优的人才，开
辟成熟的体育育人之路，为川添彩。

“川妹子”照亮美国公开赛
四川选手首次打进高尔夫大满贯决赛轮
16岁成都女孩何沐妮收到美国多家名校邀请

竞技体育发展社会化转型成果初现

昨天，历史最
悠久、最具权威的
世界女子高尔夫四
大满贯赛之一的美
国女子公开赛在美
国宾夕法尼亚州兰
卡斯特乡村俱乐部
落幕，全世界 155
名顶级女子球员参
加角逐，16 岁的成
都女孩何沐妮以并
列 第 53 名 、四 轮
288杆的成绩完赛，
成为史上首个打进
高尔夫大满贯决赛
轮的四川选手。何
沐妮目前还是业余
球员，这份闪亮的
成绩单是她学习高
尔夫路上的里程
碑，而她也凭借
常年在美国青
少年高尔夫积
分榜排名前 50
而获得了美国
多家知名大学
的邀请，其中
包 括 NCAA
排名第一的
南 加 州 大
学，这可能
是她未来
的 第 一
选择。

高尔夫打得好
她获得多家名校邀请

“我已在高尔夫上花了很多时间，
现在读书想要读到前面肯定比高尔夫
更难。只要真心喜欢就能坚持。”

——何沐妮

在美国系统专业的训练让何
沐妮球技进步飞速，过去一年她
在美国青少年高尔夫积分榜上稳
居前50，最高时排名达到第31位。
何沐妮已经拿到了美国 NCAA 排
名第一的南加州大学的邀请，何
沐妮首次去学校参观时就喜欢上
学校和那里的校队，这会是她未
来的第一选择。何沐妮说：“我已
经在高尔夫上花了很多时间，现
在读书想要读到前面肯定比高尔
夫更难。”但高尔夫让何沐妮获得
了更多踏入美国知名大学的机
会，四川高尔夫教练吕瀚光说：

“除了南加州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还有不少美国名校也给她发出了
邀请。”

高尔夫是在美国许多高校都
设有大笔奖学金的体育项目，全美
最高水平的联赛 NCAA 包括 900
余所高校，每所学校每年都有6个
高尔夫项目的奖学金，高尔夫也成
为不少中国孩子留学美国的敲门
砖。在这方面何沐妮给不少青少年
作出了榜样。目前因为搬家，即将
升入高二的何沐妮没有继续在多
利松高中读书，开始在家上网校。
除了一三五要去上体能课，剩下时
间就是练球和写作业。

在不少人看来，这样的生活对
16 岁的女孩来说还是比较枯燥乏
味的，但何沐妮觉得坚持打球并不
是难事，“只要真心喜欢就能坚
持。”何沐妮说，今年已经连续赢得
两场大满贯赛的美国新偶像斯皮
思是心中的顶级球员，但愿追赶着
偶像，何沐妮能在高尔夫道路上越
走越好。

体能教练是大满贯冠军
米克尔森的御用教练

“何沐妮常年全世界最先进的高尔
夫体能训练TPI系统下接受指导，她是
这个品牌重点培养的新星。”

——四川高尔夫教练吕瀚光

何沐妮有一个痴迷高尔夫的父亲，
受此影响7岁开始学球。成都麓山乡村
俱乐部的教练何建铭、成都新阵地高尔
夫练习场的教练周振斌都是曾指导何沐
妮的启蒙训练。9岁时何沐妮随父母到
加拿大，看到女儿对高尔夫有兴趣，何沐
妮的母亲姜涛在加拿大当地青少年高尔
夫圈里给她找了最有影响的外国教练，
但收效不明显。之后姜涛又多方打听找
到叫杰克的韩国教练，为此一家人还从
温哥华搬到偏远的郊区居住。“虽然加拿
大学高尔夫的环境不是特别理想，但有
一个专职教练带着她，那三年她不论学
习还是高尔夫进步都很大。”何沐妮10
岁的时候就获得了世界青少年冠军杯赛
女子10岁组亚军，这是全美最有名、竞
争最激烈的青少年高尔夫赛事。

美国是全世界高尔夫水平最高的地
方，为了女儿更好地学球，后来姜涛又举
家搬到了圣地亚哥。“在美国学球的中国
小孩大部分集中在加州和佛罗里达。我
们听说奔职业的小孩们大都去了佛罗里
达，还有一些兼顾读书和打球的家庭就
到了加州，圣地亚哥不论气候还是学校
都很不错。”何沐妮在圣地亚哥多利松高
中读书，多次代表多利松高中赢得州冠
军和全美高中州冠军邀请赛冠军。

目前，何沐妮在圣地亚哥的体能教
练是大满贯冠军、美国知名高尔夫球手
米克尔森的御用体能教练。米克尔森职
业生涯共获得三个大满贯冠军和37个
美巡赛冠军，2012年米克尔森正式入选
世界高尔夫名人堂。据四川高尔夫教练
吕瀚光介绍，何沐妮的体能训练是在全
世界最先进的高尔夫体能训练 TPI 系
统下完成，“何沐妮常年在那里接受指

导，是这个训练品牌重点培养
的新星。”

明宇青少年足球邀请赛闭幕
皇贝俱乐部拿下冠军

由四川省足协主办、四川省明
宇足球俱乐部承办的 2015 年明宇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近日结束，李伯
清麾下的成都皇家贝里斯足球俱乐
部获得最终的冠军。

本次比赛共有12支队伍参赛，
比赛目的是为加强各地区技术水平
交流，以赛代练提高学员水平，赛事
中涌现的优秀队员将有机会接受明
宇足球俱乐部的培训。值得一提的
是，立志于做“中国最好业余足球俱
乐部”的皇家贝里斯足球俱乐部也
参加了本次比赛，并一路过关斩将
获得冠军。据俱乐部负责人闫宇介
绍，目前皇贝足球俱乐部多线作战，
且都获得好成绩：少年梯队获得明
宇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冠军，成年队
也分别杀入了蓉超联赛和党报杯决
赛。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温网落幕
小德称王 辛吉斯归来

前天深夜，2015年温网公开赛
结束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在
男单决赛中，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
以总比分3比1击败曾七次夺冠的
费德勒，职业生涯第三次赢得温网
冠军，同时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九
个大满贯冠军。在混双决赛中，辛吉
斯与佩斯搭档赢得冠军，这也是她
继前一天拿下女双冠军后，在今年
的温网中赢得的第二项冠军。

赛后，小德保持了他一贯风趣
的作风，再次上演了去年吃草的一
幕，“我确定这是无麸质的，这不是
经过加工的，是完全有机和全天然
的，我可以吃的。很明显，再度夺得
温网男单冠军重演去年这一传统是
非常有趣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
就梦想着拿下温网，所以我一直想
在庆祝夺冠时这样做（吃草），我希
望人们不会因此而感到困扰。”对于
已成为父亲和丈夫的塞尔维亚人来
说，连续两年在温网收获冠军非常
有意义，“自从我结婚和当爸爸后，
我就没输过多少比赛了，所以我向
所有球员建议，结婚生子吧！让我们
享受这个过程。”

又讯 在前日乒超张继科罢赛
一事曝光后，昨日乒羽中心主任刘
晓农详细解释了张继科和鲁能俱乐
部之间的劳资纠纷，表示其中不涉
及注册的合法性，而是球员和俱乐
部之间的赛季奖金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