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NBA拉斯维加斯夏
季联赛即将开打， 火箭已经公布
了他们参加夏季联赛的大名单，
刚刚与球队签约的中国球员周琦
名列其中， 他将在夏季联赛中身
披火箭9号战袍出战。 北京时间7
月8日早上10点， 火箭将在首场
比赛迎战掘金， 周琦将迎来夏季
联赛首秀。

在火箭公布的这份出战夏季
联赛名单中， 共有19名球员， 其
中有6名内线球员， 身高7尺1的
周琦是全队出战夏季联赛身高最
高的球员。 值得关注的是， 周琦
在夏季联赛中将身披9号战袍出
战， 这与他在新疆男篮的号码相
同。 不过火箭名单里新疆的队名
出现了错误， 新疆男篮的名称应
是新疆广汇飞虎篮球俱乐部， 而
名 单 里 却 是 “ （ 飞 龙 ） Flying

Dragons”。
在这份出战名单中， 除了周

琦备受关注， 还包括火箭二年级
球员欧努阿库 ， 这位同样生于
1996年的黑人中锋， 被看作是周
琦在火箭的主要竞争对手。《休斯
顿纪事报》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写
道： “火箭已经公布了他们出战
夏季联赛的大名单， 周琦和欧努
阿库将是他们重点考察的对象。”

周琦是北京时间7月2日与火
箭完成签约的， 当时据 《休斯敦
纪事报》 记者费根报道， 周琦与
火箭达成了一份为期四年的合
同， 而后经证实， 周琦合同细节
为4年557万底薪。 周琦加盟火箭
之后第一项任务便是出战夏季联
赛， 火箭将分别在7月8日、 7月9
日和7月11日与掘金、 骑士和太
阳展开较量。 （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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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体育

本报讯 （记者 刘欣欣 ） 近
日， 朝阳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会第
二届 “闽龙杯” 乒乓球比赛在闽
龙乒乓球俱乐部举行。 本次比赛
分为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两项，
共有十八家单位代表队， 近六十
余名运动员参赛 。 通过层层比
拼， 赛出男女各前八名， 再由每
支代表队所有运动员的总成绩决
出了团体冠、 亚、 季军。

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活动
的开展， 既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凝
聚力， 也增进了职工之间的团结
和友谊， 同时展现了职工健康快
乐、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风采。

高新技术职工
乒乓案上争高低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 7月4
日， 延庆区总工会、 延庆区体育
局联合举办延庆职工第八届工间
操交流展示赛， 来自基层340余
名职工参与表演了创编工间操
“踩踩踩” 和第九套广播体操。

赛前， 延庆区总工会举办了
创编工间操辅导员培训班。 赛场
上 ， 队 员 们 将 第 九 套 广 播 体
操 和 创编工间操 “踩踩踩 ” 演
绎出不一样的精彩。 节奏明快的
音乐点燃了参赛队员的激情， 流
畅的动作赢得评委和现场观众的
阵阵喝彩。

经过激烈的角逐， 第五幼儿
园代表队和发改委代表队， 分获
本次比赛创编工间操“踩踩踩”组
冠军和第九套广播体操组冠军。

周琦周六迎首秀

俄罗斯冰球超级联赛
将升级为“丝路杯”

新华社电 俄罗斯超级冰球
联 赛 （ ＶＨＬ） 昨 日 宣 布 将 于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赛季起与中国国际文
化传播中心联合将现有联赛升级
为“丝路杯”超级冰球联赛。

“丝路杯 ” 联赛将从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赛季起开始在中国 、 俄罗
斯、 哈萨克斯坦等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冰球俱乐部之
间展开。 主办方预计， 在２０２２年
北京冬奥会时， 联盟将吸纳来自
中国的８至１０支俱乐部加入。

与此同时， ＶＨＬ宣布， 联盟
将在２０１７－２０１８赛季迎来第二支
来自中国的俱乐部———中国吉林

市冰球队。 此前， 黑龙江省体育
局和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共建的
球队黑龙江昆仑鸿星冰球队已经
宣布加入了该联赛。

俄罗斯冰球协会同时宣布，
除了大陆冰球联赛 （ＫＨＬ）， 协
会将同时为中国球队参加俄罗斯
超级冰球联赛 （ＶＨＬ） 和俄罗斯
青年冰球联赛 （ＭＨＬ） 敞开大
门， 为中国年轻运动员的发展提
供了阶梯式成长路线。

俄罗斯冰协执行总裁库尔巴
托夫说： “希望尽全力帮助中国
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和昆仑鸿星俱
乐部在冰球领域共同发展。”

本报讯 7月5日 ， 足协官方
发布了对保定容大俱乐部的一系
列处罚。 其中保定赛区被处罚空
场1场， 罚款5万； 原俱乐部负责
人孟永立被禁止进入足协所办比
赛场馆24个月， 罚款10万； 保定
容大队被通报批评， 罚款10万；
容大主帅邦弗雷雷被禁赛2场 ，
罚款1万。

7月1日中甲容大与卓尔的比
赛中 ， 下半场补时达到7分钟 ，
而且在补时阶段， 容大被判罚一
粒点球， 最终双方战成2： 2。 比
赛结束后， 原容大俱乐部董事长
孟永立在发布会上痛哭流涕， 宣
布要退出中甲， 并且直斥 “中国
足球这么玩， 谁都玩不起”。

事件受到体育总局、 中国足
协、 河北足协的高度重视， 足协
也迅速成立调查组调查此事。 随
后曝出当值的4位主裁判赛后被
10余人围殴的消息。 中国足协在

7月4日的通气会上也确认了这一
消息，“在容大和卓尔赛后， 容大
的运动员和替补席上的官员冲入
场内， 围堵并指责裁判， 赛后晚
10点半左右， 裁判员休息室被断
电，11点左右，10余名人员冲入室
内对裁判员进行殴打，造成4位裁
判员头部和腰部等受伤， 中国足
协已经责成相关赛区进行调查，
并对此事进行严肃处理。 要求赛
区查明殴打裁判人员的身份， 调
查赛后休息室断电的原因， 以及
赛区安保不力等问题。 施暴者的
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 赛区协调
员第一时间也报了警， 我们已经
要求公安部门进行调查。”

7月2日， 原容大董事长孟永
立因不当言论引咎辞职；7月3日
容大俱乐部宣布不会退出中甲；7
月4日，容大集团董事长孟永立奔
赴北京， 专程前往足协， 就俱乐
部不当言论进行道歉。 （小易）

足协重罚容大 裁判遭袭确认

■体育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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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温网第二个比赛日持
有一张中心球场的门票时， 你绝
对是幸运的， 因为你可以欣赏女
单世界第一科贝尔以及赛会男单
七冠王费德勒、 三冠王小德的三
场由顶尖球星参与的首轮赛事。
不过当你看到费德勒与小德都只
打了四五十分钟就因对手退赛而
直接胜出时， 难免会有一些失望
的情绪 。 备受期待的大满贯赛
事 ， 首轮就出现集中退赛的情
况， 这对组委会和球迷无疑都是
极大的伤害， 哪怕是赢球的费德
勒和小德， 估计也不会太爽。 退
赛闹剧仅有的得利者， 恐怕就是
那些亮个相就拿到3.5万欧元奖
金的退赛球员。

男单夺冠大热门德约科维奇
与费德勒， 在第二个比赛日先后
亮相中央球场， 遗憾的是两场焦
点大战都以退赛告终， 德约科维
奇在6： 3、 2： 0领先时收到克里
赞的 “退赛礼”， 随后登场的费
德勒也仅比小德多打了1局， 6∶3
和3∶0后多尔戈波洛夫就因伤退
赛。 这绝非个例， 本次温网才刚
结束一轮比赛， 就有7名球员选
择退赛， 退赛队伍中还不乏克耶
高斯等明星选手。 费德勒与德约
的两场比赛的过程， 让人意兴阑
珊， 虽然球员因伤退赛也无可指
摘， 但大满贯赛事即便首轮也有
高额奖金， 是否助长了因伤退赛
的不良风气？

近年来大满贯赛事不断提升
奖金， 尤其是首轮奖金的提升幅
度更是高得惊人。 拿本届温网为
例， 一名球员首轮出局， 就可以
拿走3.5万欧元奖金 ， 去年这一
数字为3万欧元， 这甚至比很多
低级别小型赛事的奖金都要高出
许多。 由此可见， 这笔奖金数额
对不少球员来说， 还是具有相当
大的吸引力———哪怕你受伤了 ，
只需要上场亮相坚持一下， 就可
以带走不菲的收入。

当然 ， 把退赛的锅推给温
网， 显然也不太合适， 毕竟每项
赛事都会有退赛情况发生， 应该
相信球员的职业素养， 妄加揣测
某些人 “骗” 奖金也实在有失偏
颇 。 但对于排名不高的球员来
说， 这笔奖金真的不少， 毕竟不
是谁都是费德勒和小德这种级
别。 取消首轮奖金？ 任何排名足
以直接获得大满贯正赛资格的球
员， 这份奖金都是对其赛季努力
的奖赏， 怎么看这句话都没有错
“难道我打满五盘输球了就一毛

钱没有？” 这也不太公平。 只是
球迷才是比赛的上帝， 花了那么
多钱买下中心球场的球票， 谁不
希望看到的是值回票价且完整的
比赛？

买过温网门票的球迷可能深
有体会， 抢到一张球票和一张春
运回家的那张火车票到底哪个更
难， 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
题。 通宵排队对温网来说已经是
家常便饭， 球迷甚至至少需要提
前30个小时赶到排队地点才能保
证自己如愿买到心仪的球票。 最
近几年， 来到温布尔登朝圣的球
迷越来越多， 你不凌晨起床去排
队， 那就不用去了， 因为温网每
天只放出500张中央场的球票 ，
如何掌握优先选择权？ 除了尽早
去排队别无他法。

当拿到排队号码牌后， 你还
需要在排票地点过夜， 现场的工
作人员会24小时随时抽查你是否
还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如果你
被发现彻夜未回的话， 那你的号
码牌也将被收走。 而在排队过程
中， 你会时刻体会到冷雨与骄阳
的双重考验， 而对于前来朝圣的
外地甚至外国人而言， 也没有办
法像本地人那样做足各种准备，
饥肠辘辘又困又累的情况， 是很
难避免出现的。

正因为如此， 小德和费德勒
接连收获退赛大礼， 对辛苦买到
中央场地的球迷而言， 实在是一
大遗憾。 大满贯赛作为最高规格
的赛事， 是最应该杜绝退赛现象
滥发的赛事， 可是组委会也没办
法将风险把控提升到令所有人满
意的程度， 毕竟球员伤退谁也无
法真正控制。 无论如何， 组委会
早就应该出炉相应的措施来避免
类似的情况发生， 至于那些提前
伤退的球员是否真的应该来参
赛， 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回答这
个问题， 当然你肯定也无法得到
真正的答案， 毕竟谁会承认自己
有意识地在受伤的情况下 “骗”
奖金？

温网结束后， 或许我们都不
会记得讨论过这个话题， 届时报
道的重点肯定会放在冠军身上，
费德勒和小德是不是应该在中心
场为观众打场训练赛？ 很显然问
题不是出在两位天王身上， 打大
满贯赛事， 在中央球场亮相， 这
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如何让球员
们尽到自己的责任， 组委会真要
动动脑筋了！

（西风）

火箭公布夏季联赛名单

340名职工
表演创编工间操

延延庆庆

突现退赛潮 亮相就能拿重金温温温温温网网网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