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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城力克“升班马”
曼城队 8 月 31 日主场 2 比 0 击败

“升班马”赫尔城队。 当日，面对防守稳固
的赫尔城，曼城踢得很费力；直到第 64 分
钟，才由替补上场的内格雷多接萨瓦莱塔
的横传头球打破僵局。第 90 分钟，法国中
场纳斯里为曼城赢得任意球机会， 亚亚·
图雷主罚直接命中， 将比分锁定为 2 比
0。尽管表现与英超豪门的身份不符，但全
取三分后，曼城的排名落后“领头羊”切尔
西队一分，暂居英超积分榜第二。

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全体球员在卡灵顿训练基地训练时，
鲁尼与队友菲尔·琼斯撞在一起， 头部
被撞出一条伤口，最后被缝了 10 针，随
后他头缠绷带离开训练基地。 英国媒体
《镜报》指出，鲁尼需要休战 10 天才能
复出，这对于曼联队和英格兰队都是一
个噩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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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契冬奥会

7冠军将获“陨石金牌”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 2014 年索契

冬奥会的第 9 天， 赢得比赛冠军的运动
员将获得特殊的金牌———含有一颗陨石
碎片的金牌。这颗陨石于 2013 年初坠落
车里雅宾斯克，共造成 1600 人受伤。

每块“陨石金牌”中含有微小的陨
石碎片。 美国著名滑雪选手林赛·沃恩
是入围 2 月 15 日超级大回转决赛的热
门选手，有可能捧走一块“陨石金牌”。
对于这一天的 7 名冠军选手来说，获得
含有陨石碎片的奥运金牌是一生之中
只有一次的机会。

王治郅：最后一次打全运会
8月 31 日，全运会开幕式上，王

治郅作为解放军代表团的旗手成为
第一位引领自己所在代表团入场的

人。对于自己是否还会出战下届全运
会， 王治郅明确表示：“应该不会了，
岁数大啦。 ”

“作为旗手很高兴，解放军代表团
第一个入场，希望我们取得好成绩。 ”

这是自 1997 年以来王治郅第

四次参加全运会，此前三次王治郅获
得了两次男篮的冠军，而在上届比赛
中他们在半决赛输给广东队。

谣传 200 万美元吓退双星

双星男篮这次到美国拉练，本
计划要到休斯敦与麦迪面谈，但双
方因为种种原因取消了会面。 事
后，有媒体披露，双星是因为麦迪
开价 200 万美元，所以才打了“退
堂鼓”。 对于这样的说法 ，生锡顺
给予了驳斥。

“没有和麦迪见面完全是因为
机票还有双方日程安排冲突造成
的，至于说薪金的问题，我们连面
都没见，怎么可能涉及到，这完全
是无稽之谈。 ”说起 200 万美元吓
退双星的事，生锡顺的口气中带着

些许怒气。
没有合约在身的麦迪已经宣

布自己从 NBA 退役，这也就传达
着， 他下一步想要到中国打球的
讯息。 对此，生锡顺表示，自己完
全了解麦迪的心思。 因为双方尽
管没有见面但还保持着电话联
系。 “我也知道有一些 CBA 俱乐
部正在接触麦迪， 通过几次与他
通话， 我还是能够体会到麦迪现
在的心情， 他应该还是很想回到
中国打球的，特别是对于青岛，他
有很深厚的感情。 ”

不排除与麦迪再牵手

双星男篮在美国前后进行
了一个月的集中拉练，球队在外
籍教练的带领下，取得了不小进
步。 同时，俱乐部高层与教练组
也在集训期间试训了多名外援，
有几名后场外援给双星留下深
刻印象。 但生锡顺表示，麦迪依
然是俱乐部争取的对象，双方未
来不排除继续牵手的可能。

上个赛季倒数第一的成绩
刺激了双星人的神经。 所以，尽
管目前距离新赛季联赛开打还
有三个月时间，但双星全队上下

都在暗暗使劲。 俱乐部也明白，
在所有工作中，选援无疑是重中
之重。 “今年俱乐部选援会非常
慎重，通过前段时间的试训还有
经纪人推荐，我们也划定了一个
选援范围，目前正在积极联系。 ”
对于麦迪，生锡顺的态度非常肯
定，“目前对于麦迪能否回到青
岛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一方面
努力的问题 ， 还要看麦迪的意
愿，但我们还是会与麦迪保持联
系，未来不排除双方继续合作的
可能。 ”

（本报讯 记者 贺万伟）9 月 1 日， 全球
最大的足球学校———恒大皇马足球学校 2013
年开学典礼在学校国际比赛场隆重举行。 恒
大皇马足球学校合作伙伴中国扶贫基金会、
华南师范大学、 皇马俱乐部相关领导出席典
礼。 恒大集团副总裁柯鹏代表在外公务的恒
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出席典礼， 并宣布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 2013 年正式开学。 来自全
国各地的三千余名学生家长与当天的主角、
中国足球的未来、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 2300
多名学生以及他们的老师和教练们， 一道见
证和庆祝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新学年开学盛
况。 开学典礼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主流媒体
的关注，全国各地近百家媒体来到现场采访。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今年 4 月 1 日启动
招生工作,在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举
行了多场大中型足球宣讲会， 派发了近四千
万份的招生简章。 截止至 2013 年 8 月 31 日
21 时，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新招收了 1388 名学
习良好素质优秀的苗子（注：恒大皇马足校常
年招生）。 如今，恒大皇马足校在校学生人数
已超过 2300 人，与去年同期相比，新招生人
数增长 28%;在校学生人数增长 128%；学校正
式办学仅一年，学生规模比上一学年度翻番，
而且老生缴费率超过 90%。

与国内外其他足校相比，恒大皇马足校
不仅软硬件设施一流， 而且在校学生人数最
多，规模最大，均创世界之最。 根据调研，国际
知名足校及青训营规模都较小， 比如荷兰阿
贾克斯青训营有学员 150 名， 皇家马德里青
训营有学员 250 名， 学员较多的拉玛西亚青
训营也只有 320 名学员。 恒大提出打造全球
最大的万人足球学校， 是考虑到了中国足球
人口严重不足、 联赛机制不健全等足球基础
工作缺失， 是在为中国足球人才培养和长远
发展做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是补足
前期缺失的短板， 为中国足球进行最终的精
英教育夯实基础。

与华南师范大学全方位合作是恒大皇
马足校办学的一大优势。 中国足球实行职业
化改革初期，足球学校曾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在
全国各地， 但随着中国足球近年跌落低谷，足
球学校也日渐式微。 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以
往大多的足球学校都急功近利，过度强调足球
专业训练而忽略了学员的基础文化水平的提
升。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在创建之初就已实行
文化学习与足球专业培养相结合、基础教育与
高等教育相衔接的办学模式。 其中，基础文化
教学与华南师范大学合作办学，按照广东省一
级学校的标准设立学校文化教育课。

今年八月初，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
印与华南师范大学领导班子核心成员会谈，
双方就深入合作进行了交流并达成多项共
识：新的学期，华师附小、附中将派遣中小学
各学科骨干教师多名到恒大皇马足球学校任
教， 进一步增强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华师派遣
教师的力量。

在文化教育师资团队壮大的同时，恒大
皇马足球学校也充实了足球专业培养的教练

团队。 新学期，皇马俱乐部将在原有 15 名皇
马教练的基础上， 再次增派 7 名皇马教练常
驻学校指导学生训练。 这样一来，在中国的皇
马青训教练人数已达到 22 人，创下国内负责
中国足球青训的外教人数最多的纪录。

中国足球目前青训存在的问题很多 ，
既面临足球人口急剧下降，师资力量严重匮
乏、青训教练水平不高也是难言之痛。 在开
学典礼现场，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执行校长刘
江南还向外界宣布，为了能让学生尽可能多
的接触世界各国先进的足球训练理念，恒大
皇马足球学校将在新学年陆续选派不同年
龄段学生到皇马、曼联等八家世界顶级足球
俱乐部接受培训，培训费全部由恒大集团承
担。 如果学生表现优异，将有可能留在这些
世界顶级俱乐部长期接受培训。这八家俱乐
部分别为：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意大利 AC 米兰足球俱乐部、意大利尤文图
斯足球俱乐部 、 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
部、英国曼彻斯特联足球俱乐部 、荷兰阿贾
克斯足球俱乐部、葡萄牙波尔图足球俱乐部
及巴西博塔弗戈足球俱乐部。派出学员进入
世界足坛八家顶级足球豪门接受培训，除了
足球技战术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接受目前世
界最先进的足球理念和体系熏陶 ， 更重要
的是表现优异者还极有可能被这些豪门俱
乐部录取 ， 进入他们的梯队开始进一步的
职业培训。 此外 ，这些俱乐部还将派出优秀
的青训教练指导中国学员， 系列青训举措
动作之大，规格之高，影响之广，在中国足球
史无前例。

恒大皇马足球学校建立了全国第一个
较为完善的球探体系， 并通过自身的不懈努
力，成功引进多名有实力入选国少队的精英球

员。 精英选拔工作由学校球探组完成，球探组
由皇马教练和国内球探共同组成。球探组的运
行机制包括收集信息、外出考察球员，邀请球
员试训、对球员评估和引进球员五个环节。 目
前，经过全国大规模的考察球员，球探组总共
对 180 多支球队的 2600 多名球员进行了考
察，选中意向球员 139 名，并分三批安排 128
名球员到学校试训。 通过球探组的宣传，扩大
了恒大足校在业界及社会上的影响力，为学校
的常规招生和引进人才工作夯实了基础。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多个场
合表示，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承担一
定的社会责任，企业越大，社会责任也越大。
作为总资产超过 2700 亿、年销售近千亿的特
大型企业集团，恒大发展到这样的规模，有责
任和义务为社会做点贡献， 为中国足球做点
贡献。 恒大创办全球最大的足球学校，是为中
国足球人才培养和长远发展做一项极为重要
的基础性工作，将补足中国足球前期的短板，
夯实中国足球基础，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足球。

我们相信，有高水平的教练队伍，有高水
平的基础教育，有恒大持续不断的投资，依靠恒
大规模、实力和管理，三到五年后，中国、亚洲乃
至世界的明星球员将诞生在恒大皇马足球学
校,假以时日，恒大一定能真正改变中国足球。

恒大皇马足校新学年开学 学生人数超过 2300人

青岛双星紧追麦迪
老总驳斥:报价 200 万美元？ 没影的事！

麦迪为何突然宣布退役？麦迪还能否回到中国？他与双星男篮之间的关
系为何突然之间“降温”？ 这些问号一直徘徊在球迷的心头。 双星男篮已于 8
月 30 日结束了美国拉练返回青岛 ，但俱乐部总经理生锡顺却直到次日下午
才归来。当接通记者电话说起麦迪的时候，生总显然有不少话想说。 “麦迪要
价 200 万美元，那纯属没影的事，我们根本就没见面，也从没有商谈过合约
的问题，所以根本不存在多少钱的问题！ ”生锡顺讲。

鲁尼伤头将休 1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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