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萨再次勇夺欧冠冠军，自2006

年来巴萨已经4次杀入欧冠决赛，并

全部在常规时间内击败对手顺利夺

冠， 这样的统治力堪称全球第一，

“宇宙队”的称号当之无愧。巴萨的

辉煌离不开享誉全球的拉马西亚青

训营， 其顶级出品已经不用赘述，即

便像博扬、法布雷加斯这样的优质产

品已经离开巴萨， 但欧冠决赛巴萨3

比1击败尤文一战中， 巴萨上场球员

中仍有梅西、哈维、伊涅斯塔、皮克、

布斯克茨、佩德罗等人是出自拉马西

亚，可以说拉马西亚青训对巴萨霸业

仍居功至伟。

而7月27日，“2015巴萨中国青

训营”就将进驻到成都！成都商报将

全权负责“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

都站”的报名和海选，您只需要登录

成都商报APP即可为您的孩子报名

并取得参加“2015巴萨青训营·成都

站”的海选资格，并有希望圆他一个

体验世界顶级青少年足球培训梦想

的机会！ 由于 “2015巴萨中国青训

营·成都站”仅有120个名额，请在详

细阅读“报名与海选须知”后抓紧时

间下载和安装成都商报APP进行报

名， 这真的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

不但 “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

站”正式开营后全程费用全免，闭营

后所有参加培训的小球员只要经过

了巴萨青训教练组的考核还将获得

巴萨俱乐部颁发的 “2015巴萨青训

营·成都站”球员资格证书！你们更

加不能错过的是，成都站最优秀的球

员将有机会于明年4月去巴塞罗那，

代表中国参加巴萨全球青少年精英

赛，参赛队伍来自世界各地的巴萨足

校。此外，在巴萨全球对抗赛期间，您

还有机会与巴萨的巨星面对面，比如

今年参赛的小球员就见到了哈维。

“

2015

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

站”正式开营时间：

2015

年

7

月

27

日

-31

日

培训名额：

120个

培训费用：

全免

培训地点：

成都体育学院足球场

“

2015

巴萨中国青训营·成都

站”报名及海选须知

报名时间：

2015年6月8日-7月3日

海选时间：

2015年7月13日-17日

海选地点：

成都体育学院足球场

1.

年龄

所有报名者必须为8-14

岁的小球员，也就是在2001年1月1日

-2007年12月31日范围内出生者。

2.

海选报名费用

“2015巴萨中

国青训营·成都站”正式开营后免收

一切费用，但海选期间将收取每位报

名者50元， 用于为报名者购买保险、

教练员指导费以及他物料费用等。

3.

报名方式

海选报名平台成都

商报APP， 请在苹果商店或安智市场

搜索“成都商报”后下载注册，或扫描

文章开头的二维码下载。 安装成功后

打开APP进入活动频道，点开相关文

章，文章后面有个“戳我报名”的按

钮，点击进入报名通道后按要求进行

报名。并将50元海选报名费用通过支

付宝转账至本次活动收款账号 ：

18602831076。（在支付宝”转账“选

项中选择点击 “转到支付宝账户”，

然 后 在 “对 方 账 号 ” 中 输 入

18602831076）， 请在支付宝转账页

面的“捎句话”中输入报名小球员的

姓名以及家长电话，以便活动组织方

确认支付信息。

4.

注明场上位置

所有报名者在

网络报名时必须注明本人属于 “球

员”，还是“守门员”，便于活动组织

方在海选比赛时安排场上位置。

5.

海选内容

所有参加海选的小

球员将在成都商报和成都市足协组

织的教练员辅导下进行技术测试和

比赛测试，技术测试成绩和比赛表现

将会被记录在案， 作为是否通过海

选，取得“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成

都站”培训资格的依据。

6.

名额

“2015巴萨中国青训营·

成都站”仅有120个宝贵名额，其中

10个名额已经专属于成都商报与成

都市足协联合评选的成都校园足球

“十星球员”，其他110个名额将通过

海选产生。

7.

通知

报名者按规定在成都商

报APP上报名成功并交纳海选费用

后， 活动组织方将电话告知每名球

员具体海选的时间。

8.

装备

所有参加海选的小球员

必须自备足球装备，包括球衣、球裤、

球袜、球鞋、护腿板，守门员自备手

套，所有装备没有颜色要求。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媒体声音

比赛开始后中国队场面比较被动，

只能通过对方失误来寻找反击机会。下

半场中国队加强了进攻，但临门一脚欠

缺火候。第92分钟，加拿大长传进入中

国队禁区，加拿大队球员莱昂在与中国

队后卫赵容的争抢中倒地，主裁判判罚

点球！老将辛克莱尔操刀主罚打左下角

入网，1比0，中国女足首场告负。对于这

一结果， 中国女足队员显然很不服气，

守门员王飞赛后泪洒球场。

在发布会上， 中国女足主教练郝

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避，“我们尊

重裁判判罚， 是不是点球， 我也没看

见，要回去看看比赛录像。”在评价中

国队表现时，郝伟表示，“我们还没有

完全发挥自己的水平，我们还很年轻，

平均年龄只有23.5岁， 时隔八年参加

比赛，对队员是一个挑战，大赛中的表

现不如训练。”

在伤停补时阶段判罚点球，本场

比赛当值主裁的这一判罚在赛后引

起了巨大的争议。中国队球员坚称那

是一个误判，当事球员赵容在赛后表

示，“那就是一个合理冲撞，我们没有

问题。但毕竟是面对东道主，可以理

解。”而前国脚刘英则表示，对手的这

次摔倒比较夸张，能得到点球是东道

主优势的体现。

成都商报记者专门就此咨询了一

位专业裁判， 该裁判认为：“从双方的

动作来分析，虽然中国队赵容与莱昂互

有身体接触，但明显中国队赵容在那一

刻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方放倒。且此

时比赛即将结束，加拿大队莱昂夸大了

双方身体的接触，其主要目的在于希望

裁判员判罚球点球，依据规则应当属于

明显的佯装行为。”不过，另一位退役

国际级裁判则认为，“在发生碰撞时，

中国队后卫赵容的确有一个手部动作，

这也给了裁判判罚点的理由。”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综合报道

中国女足0比1不敌加拿大队

遭遇世界杯“开门黑”

补时遇争议点球

女足姑娘泪洒现场

巴萨中国青训营7月落户成都

海选报名今日启动

责编 包程立 美编 欧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11

2015年6月8日

星期一

体育

残运会射击比赛

四川队已获6金

全国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成都

赛区先期项目射击比赛昨日继续在

四川陆上运动学校进行， 在下午进

行的混合组SH1级50米自选步枪卧

射60发（R6-1）比赛中，四川名将

董超和苟定超再为四川代表队获得

1枚银牌和1枚铜牌， 同时四川一队

在该项目团体比赛中获得金牌。截

止到昨日下午， 四川代表团已经在

本届残运会射击比赛的单人和团体

赛事中共取得了6金5银4铜，超额完

成了赛前制定的任务， 而董超个人

已经包揽了5金1银，其中单人金牌2

枚、银牌1枚，团体金牌3枚！

在昨日下午的混合组SH1级50

米自选步枪卧射60发（R6-1）比赛

是男女混合赛事， 董超最强劲的对

手是来自河北的名将张翠平， 她和

董超一样， 都在2012年伦敦残奥会

上为中国代表团获得了金牌。 本届

残运会上超世界纪录的成绩均与张

翠平有关， 其中个人在两个单项中

超世界纪录，其所在的河北队也在3

个项目中超团体世界纪录。 面对强

大的对手， 董超在昨日的比赛中仅

以总成绩0.6环惜败于张翠平，赛后

董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和张

翠平都是国家队队友， 相互之间非

常熟悉，实力也差不多，比赛中相遇

基本上不是她在前面， 就是我在前

面，所以谁赢都很正常，主要看临场

发挥。” 明日是本届残运会射击比

赛最后一个比赛日， 上午将进行最

后一项比赛———混合组SH110米气

步枪卧射60发（R3-1），董超将继

续参赛，赛前他谨慎地表示：“这只

是我的一个副项，尽力而为吧。”

而对于本届残运会射击比赛所

取得的成绩， 四川代表队领队王萍

还是感到比较满意的， 她对成都商

报记者表示：“赛前我们制定的目

标是在金牌上保4争5，现在已经有6

金进账，可以说完成了既定的任务，

我个人对运动员们的表现感到满

意，毕竟他们在家门口比赛，面临的

压力会更大一些。”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支持者苏比萨雷塔被炒

恩里克对高层“非暴力不合作”

虽然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恩里克在巴

萨的第一个赛季十分完美，但整个过程却

充满了艰辛和跌宕。尽管恩里克是前巴萨

功勋球员， 但由于没有执教豪门的经验，

他在拿起巴萨教鞭后一度被认为是一位

“弱势主帅”， 媒体也怀疑他是否能够掌

控巴萨的更衣室。今年年初，巴萨在客场

输给皇家社会后，曝出恩里克与梅西发生

冲突的猛料，再加上球队那段时间战绩不

佳，让恩里克一度走到了下课边缘，甚至

有消息称，恩里克已经被俱乐部下达了最

后通牒，媒体也已经开始热炒可能的接班

人。当时连恩里克自己都公开表示：“如果

我看到我的球员不再跟我一起走，我会离

开的。”

在最困难的时候，巴萨俱乐部体育总

监苏比萨雷塔给了恩里克最强力的支持，

他多次对外界表示“对恩里克有信心，恩

里克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对的。” 正是这

种无条件的支持，才支撑恩里克走出最低

谷，这也是为什么在夺得欧冠冠军后恩里

克会对苏比萨雷塔表示感谢的原因，甚至

不惜得罪解雇了苏比萨雷塔的巴萨高层。

《马卡报》曾爆料称，在苏比萨雷塔被解

雇之后，恩里克一直对巴萨高层采取“非

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他甚至从未就球队

未来的建设和负责制定巴萨未来蓝图的

高层们有过正式交流，今年国家德比结束

后，巴萨竞技委员会曾特别安排了一次会

议，但恩里克根本没有出现，“恩里克可能

意识到， 自己下赛季有可能无法执教巴

萨。”《马卡报》当时猜测说。

巴萨今夏将迎主席大选

如拉波尔塔回归恩里克恐被清洗

可能正是因为与巴萨高层若即若离，

才让恩里克在欧冠赛后公开表示不清楚

是否还会继续执教巴萨。而且西班牙媒体

对他的态度也让恩里克很郁闷，在欧冠决

赛前，尽管恩里克已经拿到了国内两个冠

军， 但当地媒体仍觉得这不是他的功绩，

甚至表示“现在的巴萨由谁来执教都能获

得如此成就。”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恩里克

对巴萨的改造还是非常成功的，前巴萨名

将科曼就表示，“MSN组合” 的成功取决

于恩里克对他们的使用。至于恩里克接下

来是走是留，巴萨主席巴托梅乌在欧冠后

发了言：“我知道恩里克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了什么，但是毫无疑问他会留下。我并

不认为他想离开， 他让我觉得很有希望。

成为巴塞罗那主教练的压力是很大的，但

是我觉得他有精力继续执教更多年。”

不过巴托梅乌的话也许不是太管用，

因为今年夏天巴萨将提前迎来主席大选，

如果巴托梅乌不能连任的话，那么恩里克

的前景仍然难说，而从《马卡报》的民意

调查看，前巴萨主席拉波尔塔的支持率是

巴托梅乌的两倍！ 拉波尔塔一旦当选，他

是否会清洗前任留下的摊子尚且难料，但

他有可能会带瓜迪奥拉回归巴萨的传闻

却一直存在。

巴萨成为史上

第一个两夺三

冠王 （欧冠、

联赛、 杯赛）

的球队。

尤文8进欧冠决

赛6次告负，超

越5次拿到欧

冠 亚 军 的 拜

仁、 波尔图，成

为欧冠决赛失

利最多的球队。

巴萨最近10年

4次打进欧冠

决 赛 全 部 夺

冠， 而尤文图

斯则连续4次输

掉欧冠决赛。

执教巴萨首个赛季就收获三冠王，赛后仍声称不确认是否留任

三冠在手

恩里克的帅位还是没稳

恩里克的两大危机：●和巴萨高层有隔阂 ●恐成巴萨主席选举的牺牲品

中国田径时隔9年

再破世界纪录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在国际田

联竞走挑战赛拉科鲁尼亚站中，中

国选手刘虹在女子20公里竞走中以

1小时24分38秒获得冠军， 打破了1

小时25分02秒的世界纪录！ 这是继

刘翔2006年打破110米栏世界纪录

后，时隔9年中国田径选手再次打破

世界纪录。

女子20公里的前世界纪录是俄

罗斯名将拉什马诺娃在2012年伦敦

奥运会上创造的。 在女子20公里竞

走世界纪录名录中， 上一次出现中

国选手的名字还要追溯到2001年的

王妍，成绩是1小时26分22秒。刘虹

也因此实现了拉科鲁尼亚站的“帽

子戏法”，2012年、2014年和2015年

她都在这里获得了冠军。 值得一提

的是，刘虹很可能成为中国田径在8

月北京世锦赛上的最大夺金点。不

过需要注意的是， 实力强大的俄罗

斯队这次并未参赛。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整理

“漏判波巴点球

是转折点”

《每日镜报》：尤文可以阻止梅

西进球，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梅西的

魔法，这是一个戏剧化的晚上。恩里

克在处子赛季就复制了瓜迪奥拉的

成就！

《都灵体育报 》：巴萨的夺冠

似乎并不是特别的光彩 ， 尽管他

们实力的确是在尤文图斯之上 ，

但漏判波巴的点球却可能是比赛

的转折点。

《罗马体育报》：巴萨证明了他

们是最好球队。尤文在地球上，巴萨

在火星上！

昨日凌晨欧冠

决赛巴萨3比1轻取

尤文图斯， 历史上

第五次夺得欧冠冠

军。“MSN组合”

在比赛中大放异

彩， 而巴萨主帅恩

里克更是居功至

伟， 在他执教巴萨

的第一个赛季就实

现三冠王伟业，堪

称传奇。 不过在夺

得欧冠冠军的赛

后， 恩里克却坦然

表示不清楚自己是

否还会继续执教巴

萨。 恩里克还在新

闻发布会上特别感

谢了因与巴萨高层

产生矛盾而惨遭解

雇的前巴萨体育总

监苏比萨雷塔及其

团队， 这也被外界

视为对巴萨高层的

讽刺。

巴萨昨晨3比1战胜尤文图斯第5次夺得欧冠冠军

扫码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

昨天早上六

点， 加拿大埃德

蒙顿联邦球场，

第7届女足世界

杯正式拉开帷

幕。在揭幕战中，

中国女足对阵东

道主加拿大队， 时隔8年重新踏上世

界杯赛场的中国女足表现不错，两度

击中对方门柱。然而，裁判员在伤停

补时第2分钟判给东道主一个有争议

的点球， 老将辛克莱尔一蹴而就。最

终中国女足0比1输掉比赛，遭遇“开

门黑”，6月12日小组赛第二轮中国

队将战荷兰队， 后者在首场比赛中1

比0击败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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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庆祝胜利的巴萨主

帅恩里克成媒体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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