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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多纳见韦迪：
“ 青训关键是选材与热爱”
》天下体育

奥运结束了，
冠军在忙啥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伦敦奥运
会结束了，奥运代表团又给中国贡献
了３８名奥运冠军，而冠军和冠军教头
们的去向，也成了公众关注的话题。

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
心主任韦迪１６日会见了来华的阿根
廷
“ 球王”马拉多纳一行。双方就中
国足球如何发展、青少年训练等话
题进行了交谈。马拉多纳在谈话中
多次强调，中国足球青训的核心是
必须正确选材并培养孩子们对足球
的热爱。
１６日中午，一身深色西装、留着
大胡子的马拉多纳和随行人员来到
中国足协访问。韦迪在足协会议室
与
“ 球王”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韦迪向马拉多纳介绍，中国足
球目前正在扭转以前走过的“ 小
众足球”的弯路，积极为青少年足
球的普及和提高展开尝试 ，并 将
在５个试点城市启动全新的青少
年足球发展计划。韦迪表示，希望
马拉多纳能够参与到中国青少年足
球的发展计划中来，亲自指导孩子
们训练。
马拉多纳表示，他非常愿意来
华指导青少年训练，甚至还愿意成
为中阿足球交流的大使，但他认为

中国青少年足球的问题可能主要出
在选材上。
“ 球王”一再强调，中国
必须要确立正确的选材标准 与 办
法，把最优秀的、最有天赋的青少年
球员选拔出来。
此外，马拉多纳还强调，对足球
的热爱是一国足球发展的关键。他
表示，自己也曾看过不少中国职业
联赛和国家队比赛的视频，但从中
并没有感受到球员对足球、对比赛
发自内心的热爱。
“ 我想看到的是为
了国家、为了身上所穿的球衣、为了
个人的未来而在场上全情投入、带
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去比赛的球员，
这才是一国足球发展的真正动力。”
马拉多纳说。
韦迪对此表示：
“ 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如何让孩子们从小形成对足
球的兴趣将是中国足协的重点工作
之一。”
韦迪表示，中国青少年足球发
展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场地问题。
当他向马拉多纳求教如何应对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这一问题的时候，
“ 球

王”说：
“ 其实阿根廷最近几年也有
类似问题，另外阿根廷许多足球学
校往往要收取高额费用，这很不好，
真正的足球人才往往不在那些足球
学校中，而会出在那些穷人家的孩
子里。”
韦迪随后表示，中国足协将想
方设法为孩子们提供价格低廉的踢
球场地和相关硬件，而在几个试点
城市推行的新模式正是为 了 这 一
点。
韦迪还表示，巴西、阿根廷等国
家在三大球上有着非常强的实力，
为此中国足协也将于１０月赴阿根廷
考察，希望从中学到先进的管理制
度和经验，也希望马拉多纳能够多
来华考察中国的俱乐部和青训，多
提指导意见。
对于马拉多纳是否有意来华执
教的问题，
“ 球王”和韦迪都没有表
态。马拉多纳自今年因战绩不佳而
被阿联酋联赛一家俱乐部解职后，
目前尚处于赋闲状态。
据新华社电

阿森纳官方宣布 范佩西加盟红魔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阿森纳
与曼联并没有上演没完没了的肥皂
剧，一番讨价还价后，温格和弗格森
在新赛季开始前达成了一致，昨天
阿森纳官方宣布，俱乐部同意范佩
西转会曼联，这位阿森纳前队长将
前往曼彻斯特。
为了得到范佩西，曼联这一次
是下了血本，根据英国媒体披露，最
终的转会费将为２２５０万英镑，另外
还有１５０万英镑的附加条款，同时范
佩西将从曼联得到一份４年的合同。
范佩西周四将前往曼彻斯特，
在当地的布里奇沃特医院 接 受 体
检，并与曼联商谈待遇问题，据悉范
佩西４年合同的周薪将达到２０万英
镑。在完成这些环节后，范佩西将与
曼联正式签约。
新赛季英超将在本周末开战，
曼联的揭幕战是首轮最晚的一场比
赛，他们将在北京时间下周二凌晨
客场挑战埃弗顿，这为范佩西的出
场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一些媒体
预测，弗格森为了保险起见，未必会

让范佩西在揭幕战首发出场，但曼
联名宿加里·内维尔则非常期待范
佩西的首秀，
“ 我对这场比赛已经迫
不及待，我想看看范佩西和鲁尼能
擦出怎样的火花。”
阿森纳的揭幕战将在北京时间
周六晚上１０点进行，他们的对手是
桑德兰，温格表示，他对范佩西的离
开很惋惜，但好的方面是球队在新
赛季前完成了转会的事宜，
“ 现在我
们将一身轻松的迎来新赛季，范佩
西的离开让人叹息，但我们必须朝
前看。”
不少阿森纳球迷吐槽俱乐部又
卖了一个队长，对此温格表示很无
奈，
“ 范佩西与俱乐部只有一年的合
同，
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曼联的报价，
我别无选择。”事实上整个夏天温格
一直在填补范佩西留下的坑，
阿森纳
签下了波多尔斯基和吉鲁，
波多尔斯
基将在揭幕战首发出场，
“ 我们已经
签下了球员来代替他，
我想球队会给
球迷一个惊喜，波尔蒂的状态很好，
全队都表现出很高的斗志。”

生报道安排在综合体育馆，人多，加
上易思玲也刻意低调，所以甚至没能
让工作人员认出来，扫描名字时才发
现是这位射击名将。
不过，于涵也告诉记者，易思玲
有的将成为雕塑
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生，去年她就
毫无疑问，这届奥运会诞生的冠
被清华录取，由于备战奥运需要，她
军中，游泳队的孙杨、叶诗文得到的
申请办理了保留学籍休学一年的手
续，正式报到入学时，也因此由２０１１
关注最高，有人排出了他们的商业活
级新生变成了２０１２级新生。
动报价排名，在奥运冠军中都是数一
虽然奥运冠军进名校屡屡会引
数二的。回到杭州之后，
杭州市体育
发社会上的争议，
但确实有不少奥运
局甚至要给两人塑雕像。
冠军，也是真的抱着学习、为未来充
不过，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就
电的态度去读书的，所以对易思玲的
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一项微博调查
入学清华，公众舆论暂时还算理性。
显示，超过９成的网友不赞成这样的
于涵也表示，
文体特长生是清华新生
举动。绝大部分人认为，
他们确实为
国争光了，但激励的方式有很多种， 中非常优秀的群体。
塑雕像无疑让人感觉不好。叶诗文的
有的继续做功勋教头
父亲也说，这样显得太过隆重了。
曾在伦敦奥运会上引发让球风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
最早放出
风声的杭州市体育局局长赵荣福显 波的李永波，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
得有些无奈：
“ 当时确实有说过要建
示，不会让于洋退役，因为她还年
雕塑这样的话，因为这是杭州的传 轻，而自己，更希望再带两届奥运
统 ，并 不 是 特 意 针 对 孙 杨 和 叶 诗
会。
“ 我们回来后一直在做深刻总
文。”确实，杭州已有包括罗雪娟在
结，衡量得与失，同时我们也会尽快
走出阴影，抓紧训练，一切还要继
内的４座杭州籍奥运会、残奥会冠军
续。”曾经公开道歉的李永波，已经
塑像。但赵荣福也表示，
最终是否塑
基本可以确定，会继续做他的功勋
雕像，会听市政府的安排，在国家体
“ 至于以往的事情，以后不想
育总局的奥运表彰大会结束后处理。 教练，
再提。”
相比李永波，
同样遭到国际奥委
有的将成为学生
会取消资格的韩国羽毛球队，近日则
伦敦奥运会
“ 首金”获得者易思
玲，一如既往地因为首金受到关注。 被韩国羽协开出了超重的罚单：四名
队员河贞恩、
金旼贞、金荷娜、郑景银
如今，她刚刚到清华大学报道，成为
两年之内不得参加任何国内、国际比
了２０１２级的新生，将就读经济管理学
赛，并剥夺韩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成汉
院的工商管理系。
国，女双教练金文秀的教练资格。
清华大学招生办主任于涵说，新

皇马男篮邀请易建联加盟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中国男篮
在刚刚结束的奥运会上５战皆墨，表
现很难令人满意，但易建联却是球
队少有的亮点之一，他交出了场均
１４．８分和１０．２个篮板的数据，是奥运
男篮比赛中的篮板王。不过他的表
现似乎没能打动ＮＢＡ球队给他新的
合同，但欧洲豪门却对他表现出了
兴趣，西班牙豪门皇马甚至向他抛
出了橄榄枝。
目前距离下赛季ＮＢＡ季前训练
营只剩６周左右的时间，但易建联依
然没有收到任何报价合同。
上赛季阿
联在小牛效力，３０场比赛场均只有
２．６分１．６个篮板，并没有得到主帅卡
莱尔的信任。而在伦敦奥运会之后，
小牛还是没有表现出续约阿联的意
向。加上易建联在同澳大利亚队的比
赛时内侧副韧带拉伤，这个部位阿联
已经多次受伤，这恐怕也将影响
ＮＢＡ球队对易建联的评估。
但另一方面，一些欧洲豪门流露

出了对易建联的兴趣，
早在奥运开始
前，就有国外媒体称希腊豪门帕纳辛
纳科斯和西班牙豪门皇马正在追逐
阿联。而在昨天，
西班牙媒体更是爆
料称，
皇马已经为易建联准备好了一
份实质性的合同，
但具体的合同细节
尚未得知。
虽然近几年来，
许多人谈论中国
球员去打欧洲联赛的可能性，但欧
洲联赛毕竟是中国球员从未接触过
的新大陆，易建联是否有兴趣挑战
目前依然不得而知。对于皇马的邀
请，阿联尚未作出任何回应。不过有
知情人士称，阿联的第一选择还是
在ＮＢＡ打球，重返广东宏远也是一
种选择，他将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最
后的决定。
皇马篮球队虽然不如足球队这
般出名，但在欧洲也是一支老牌豪
门，
前湖人球星迪瓦茨目前担任球队
主席，在上赛季的西甲联赛季后赛
中，皇马以１：２不敌死敌巴塞罗那。

林书豪出任篮球大使
本报讯 记者 陈臻 昨天上午，
中国肯德基在上海宣布正式牵手林
书豪，授予其“ 中国肯德基篮球大
使”称号，共同推动草根全民运动。
据悉，这次林书豪与肯德基的合
约期为两年，双方合作的内容是肯德
基推动多年的三人篮球冠军挑战赛。

这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草根篮
球赛事。透过３８００多家肯德基餐厅的
积极参与，
每年都有十几万名青少年
享受篮球运动的快乐，强身健体，找
到朋友，
历练成长。肯德基希望林书
豪的加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年轻人
加入到这项活动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