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天下午 ， 北京中
赫国安俱乐部发布了中超第13轮
主场迎战天津亿利的赛前海报。
整张海报中央写着四个字： 京气
神儿， 半透明的背景下能够看到
工体看台的一角， 球迷的横幅：
为了北京而战、 拿出血性。 这四
个字与背景中国安球迷的横幅突
出了一个主题： 俱乐部希望国安
在周日主场的比赛中踢出北京球
队的精神， 拿出该有的拼劲， 在
京津德比中为到场助威的球迷们
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的确， 现在的这支国安队最
被人诟病的就是缺少了以前的那
股精神 ， 上一场球队0∶1负于重
庆力帆的比赛中， 球队也是踢得
无精打采， 枯燥乏味， 甚至有两

人染红下场。 赛后俱乐部也直接
宣布何塞下课。

现在， 球队新帅施密特即将
上任， 球队希望重新开始， 改变
球队。 球队此前的大面积伤病 ，
目前有了明显的好转 。 索里亚
诺、 伊尔马兹、 晋鹏翔、 赵和靖
等人 ， 都从伤病名单中走了出
来， 唯独于大宝还有些问题。 韧
带的伤情不但让他错过了此前国
安的几轮重要比赛， 而且错过了
国家队对阵叙利亚的关键一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将继续缺
阵一周左右， 无缘主场对泰达之
战。 除了于大宝， 国安还将缺少
两名球员， 即上轮联赛拿到红牌
的张稀哲与李翰博。

（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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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中中超超不不再再奢奢侈侈
““养养狼狼””或或成成必必然然

“银盾杯”激战正酣

6月14日， 中国足协向各个
俱乐部下发关于限制高价引援的
通知， 规定在本赛季夏季转会时
收取引援调节费用。 所谓引援调
节费用， 就是指如果俱乐部引进
外援费用超过4500万人民币、 内
援超过2000万人民币， 足协将向
俱乐部征收 “奢侈税”。 考虑到
一些国内资本已经收购海外俱乐
部， 足协还特增加一个条款———
如果俱乐部从国外球队租借引
援， 租借费用低于该球员当年的
转会费， 则以球员当年的转会费
为基数收取引援调节费。

类似于奢侈税、 工资帽这样
的限制性条款， 并不是中国足协
的发明， 美国的NBA篮球联赛、
欧冠足球联赛都有类似的规定。
现在人们更多关心的， 是这项政
策出台以后， 会对职业联赛产生
的冲击。 首先这样的政策， 会让
很多俱乐部对欧洲、 南美的大牌
球星望而却步。 如果你花费巨资
引进外援， 那么意味着你还要准
备另一份巨款给足协交奢侈税。
虽说中超很多豪门俱乐部烧钱上
瘾， 但钱也没有这么花的， 除非
是因为成绩急需大牌外援， 恐怕
没有球队再会去引进胡尔克、 奥
斯卡 、 特维斯这个级别的球星
了。 奢侈税政策同样对内援市场
也会有一些影响， 类似于张呈栋
这种天价球员将不会出现。 对于
内援转会市场来说， 这倒是一件

好事， 球员将回到一个
与自身水平较为接近的
身价， 各个俱乐部必须
调节球员的价格。 不过， 这
项政策让那些靠卖球员维持
俱乐部运转的小球队来说，
肯定是个不小的打击。

奢侈税来了， 中超还能
引进什么样的外援？ 大牌都
是冲着钱来的， 就像佩莱接
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说的，
如果没有一个具备超强吸引
力的报价， 欧洲一线国脚怎
么可能到中超踢球？ 中超必
须寻找价廉物美的球员， 当
年德扬、 马季奇这种模板的东欧
二流球星也许会 “回流”。 如果
说有些俱乐部非得要引进知名球
星， 那只能去寻找暂时没有合同
在身的大牌球员了。 翻看目前德
国转会市场网站， 目前最大牌的
自由球员是巴洛特利和伊布拉希
莫维奇。 不过引进这样的球员，
虽然没有转会费， 俱乐部肯定要
付出特别高的工资待遇。 所以如
果有中超球队要引进巴神或伊布
的话， 必须趁早进行， 因为说不
定哪天中国足协又会出台工资帽
政策。 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
小球队来说， 大牌自由球员也买
不起， 他们会去寻找价格更低的
球员， 比如前两天轰灭国足世界
杯梦想的萨利赫， 萨利赫的身价
只有7.5万欧元 。 如果大批的西

亚、 中亚低价国脚涌入中超， 他
们又不断在国际赛事上为难国
足， 不知道中国足球管理者们的
“小心脏” 能否承受得住？

本报讯 6月17日-21日，杜锋
领衔的中国男篮蓝队将迎来首次
热身赛， 对手分别是俄罗斯、巴
西、印度和南非，这也将是蓝队成
立后的首次亮相。 目前蓝队12人
参赛名单已经出炉，韩德君、刘晓
宇领衔， 此前已经归队的李根和
周鹏则将缺席本次比赛。

在公布的这份12人名单中 ，

蓝队由韩德君与刘晓宇压阵， 搭
配了胡金秋 、 赵岩昊等多位新
人， 具体参赛队员名单如下： 韩
德君 、 刘晓宇 、 胡金秋 、 赵岩
昊、 陶汉林、 任骏飞、 高尚、 李
敬宇、 曾令旭、 吴前、 于德豪和
崔晋铭。

而本次名单中并没有易建
联、 郭艾伦、 李根、 周鹏、 可兰

白克·马坎、 李慕豪、 顾全等队
员的名字，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出
席本次赛事。 根据之前的报道，
蓝队核心易建联正在养伤， 并未
到国家队报到， 郭艾伦和李慕豪
等人正在美国特训以及做身体康
复， 而锋线两大主力周鹏与李根
尽管已经归队， 但因个人原因也
将缺席蓝队的本次亮相。 （欣欣）

“我觉得这几年生活给我带
来的最大改变， 是我可以和孩子
一起成长。”中国网坛旗帜人物李
娜近日在家乡武汉出席武汉网球
公开赛开票仪式时对媒体说，她
现在的生活以家庭和孩子为主。

“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孩子之
后， 不是我们去教孩子， 而是我
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成长， 因为现
在的小朋友都很聪明， 我要跟他
们斗智斗勇。” 她说。

“我相信当了妈妈的人可能
都知道， 有些时候小朋友虽然还
不会说话， 但他一定记得你说话
的语气和样子， 等他们开始学说
话时所表达出来的就是你的语
气。” 李娜此话透露出对她孩子
言传身教的重视。

有记者问李娜 “心里痒痒时
会不会练习或摆弄一下网球 ？”
李娜说： “从退役到现在， 就只
为拍真人秀打过一次网球， 然后
再也没打过了。 现在没有时间和
机会给我去幻想， 因为小朋友毕
竟还小。”

有记者说感觉李娜当妈妈后
“好像比原来变温柔了很多”。 李
娜则立马用武汉话半开玩笑地

说： “我一直蛮温柔好吧！”
现场有人重提李娜是否会复

出的话题。 “如果可以的话， 我
肯定不会选择退役。” 李娜干脆
地答道， 神情中充满了对网球运
动的眷恋。

作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 李
娜是武汉网球公开赛的全球推广
大 使 。 她 说 ： “ 武 汉 网 球 公
开 赛 对我而言是最特别的一个
赛事， 因为这是我家乡的赛事。
我很愿意将武汉、 武汉网球公开
赛推广到全世界， 武汉网球公开
赛是人们认识武汉这座城市的具
象化符号。”

“去年武网赛期因为怀着二
孩， 所以没能到现场见见我的朋
友们”。 李娜表示， 非常期待今
年赛期在武汉光谷国际网球中心
见到她们， 并在现场为她们加油
鼓劲。

武汉网球公开赛是女子网球
协会 （WTA） 超五巡回赛五站
赛事之一， 也是中国国内仅次于
北京中网的世界女子网球赛事。
武汉网球公开赛从2014年至2028
年每年在武汉举行， 今年的赛期
是9月22日至30日。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张江燕） 6月
8日上午 ， 2017年 “顺旅集团
杯 ” 职工乒乓球比赛开锣 ， 这
是 今 年 区 总 工 会 举 办 的 首 场
大 型 职工体育赛事活动 ， 全区

共有50家基层工会的300名会员
职工参加比赛。 经过一天的激烈
角逐， 最终临空经济区摘得本次
比赛桂冠， 10家工会被评为优秀
组织单位。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 昨
天， “银盾杯” 第二届北京市保
安服务行业三人制篮球比赛展开
淘汰赛阶段比赛。

据悉， 小组赛阶段于6月14
日全部结束， 经过激烈角逐， 特
卫 、 金蓝盾 、 军弘 、 振远 （一

队）、 铁保中泰、 亚中京警、 银
盾和保全世纪篮球队分别获得A
至H组小组第一， 振远 （二队）、
都豪鼎盛、 威远、 圣安卫嘉、 盾
安、 振远 （四队）、 安国和忠诚
卫士篮球队分别获得A至H组小
组第二。

顺义职工赛乒乓

李娜对网球眷恋依旧

“如果可以的话，
我肯定不会退役”

国安发海报盼找回国安精神

韩德君刘晓宇领衔12人名单
男篮蓝队首迎热身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