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讯 （ 记 者 任 洁 ）
“2016-2017年北京市中小学生校
园足球联赛” 7月11日举行颁奖
典礼， 在历经7个月的激烈争夺
后决出9个组别的前八名， 以及
最佳球员 、 最佳射手 、 最佳门
将、 最佳教练员等个人奖项。 据
悉， 主办方将从参加联赛的队员
中选拔出佼佼者参加北京市青少
年校园足球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夏
训营， 完善中小学足球后备人才
梯队建设。

“2016-2017北京市中小学生
校园足球联赛” 由北京市青少年

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办 ， 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承
办。 本届联赛根据参赛队以往成
绩以及学生性别、年龄重新划分，
赛事设置更为科学。 全市16个区
的243所学校共派出396支校足球
队6152名学生参赛， 数量远超往
年， 不少学校是首次组队参赛。
联赛历时7个月， 比赛场数达676

次， 赛事规模创历年来之最。
2016年初和2017年初， 本市

举办过两次校园足球冬训营， 效
果显著。 北京市校足办为此将第
三次集训安排在今年暑假期间进
行。 总教练马元安表示： “让北
京市的优秀小球员有机会在一年
内参加两次集训， 对小球员提高
球技水平有很大帮助。”

新华社电 柏林赫塔１１日与
前德国队主教练、 著名前锋尤尔
根·克林斯曼之子乔纳森·克林斯
曼签约。

２０岁的小克林斯曼是美国
Ｕ２０青年队的门将。 这次他为自
己赢得了一份合约， 不过柏林赫
塔并未公布其签约期限。

柏林赫塔俱乐部总经理迈克
尔·普雷茨表示， 乔纳森以他的
能力、 个人魅力以及雄心壮志征
服了我们， 他将为我们效力， 并
逐渐进步。

虽然在场上的位置是门将，
乔纳森在随柏林赫塔队的第一次
训练中就以一个漂亮的进球赢得
了教练帕尔·达尔达伊的赞赏。

身高１米９４的小克林斯曼表
示， 与柏林赫塔队签约是不可思
议的一刻， “因为这个俱乐部跟
我的家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小克林斯曼的父亲尤尔根·
克林斯曼在２００４年成为柏林赫塔

的会员， 而他的祖父齐格弗里德
也是柏林赫塔的粉丝。

柏林赫塔队的门将教练彼特
里表示， 克林斯曼表现得平静而
自信， 他的右脚水准很高， 技术
和竞技水平也很出色。

小小克克林林斯斯曼曼加加盟盟德德甲甲劲劲旅旅

本报讯 根据德国 《图片报》
的消息， 德甲球队勒沃库森已经
拒绝了国安对于坎普尔2500万欧
元的报价。 根据此前的消息， 勒
沃库森对坎普尔的标价是3000万
欧元， 由于中超二次转会窗口即
将关闭， 施密特想在夏天从老东
家带走昔日爱徒的希望并不大。

《图片报》 的消息称， 为了
将爱徒带到北京国安， 施密特要
求俱乐部为坎普尔送上报价， 而
国安俱乐部的代表也正在德国与
勒沃库森进行谈判。 此前外媒报
道， 国安2000万欧元的报价遭到
勒沃库森拒绝， 但对于国安此次
提出的2500万欧元报价， 勒沃库
森方面显然还不满意， 俱乐部主
管沃勒尔表示， 少于3000万欧元
免谈， “通过卖掉托普拉克、 恰
尔汉奥卢以及帕帕， 我们拥有了
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 如果对坎
普尔的报价和我们的心理价位有
差距的话， 那么转会要完成就很

困难了。”
德国数据网站 《转会市场》

给坎普尔目前的评估价为1500万
欧元， 而且 《图片报》 还对这笔
转会进行了分析， 认为如果国安
不立即加价， 加上中超二次转会
窗即将关闭， 国安想要完成坎普
尔的转会将非常困难， “留给中
国球队的时间不多了， 球员必要
的体检、 俱乐部和俱乐部之间还
要商讨最后的细节， 同时还要开
FIFA转会证明， 这些能不能在周
五中国转会窗口之前完成呢？”

除了恩师施密特的国安之
外 ， 追求坎普尔的球队不在少
数， 《图片报》 也表示， 即便无
法加盟国安， 包括意甲的AC米
兰和国际米兰， 以及西甲球队马
德里竞技都有意坎普尔， 而留给
这些欧洲球队的时间则非常充
裕， 毕竟转会窗口到8月31日才
会关闭。

（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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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篮篮冠冠军军队队的的美美女女教教练练

■业余高手

她是首钢矿山十三支男子篮
球队中唯一的一名女教练。 在篮
球赛场上， 她执行力强、 随时掌
控比赛节奏， 是球员心中的麻辣
教练； 在工作中， 她积极努力，
保质保量完成每一项任务， 是公
司的好员工； 在生活中， 她乐观
向上 ， 是个热爱生活的时尚宝
妈。 她就是矿业协力公司女工吴
倩茹， 一个精心钻研篮球技术并
做到极致的女教练。 2016年， 她
带领矿业公司队参加了 “工体
杯” 北京市职工三人制男子篮球
比赛并夺得冠军， 为首钢、 为矿
山赢得荣誉。

从无感到喜爱， 和篮球
结下不解之缘

吴倩茹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
的一个军人家庭。 上小学时， 由
于身高比同龄人高出一头， 父亲
看到女儿的天赋异禀， 决定把她
送到体校练习篮球。 一周中的四
天， 晚上七点到九点， 别的小伙
伴儿在享受家庭的温馨， 而她只

能坚持训练。 因为承受了在那个
年龄段本不应该承受的 “痛苦”，
她对篮球没有特殊的感情， 还有
点讨厌。 别的小伙伴儿都在追着
看 《灌篮高手》 的时候， 她喜欢
看的则是 《美少女战士》。

随着年龄逐渐增大， 吴倩茹
在篮球技术上也进步了很多， 尤
其上体育课的时候， 她展现出了
让老师夸奖、 让同学羡慕的超乎
常人的运动天赋 。 这让她很自
豪 ，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父亲
“强迫” 她练习篮球的结果。

和普通孩子不一样， 吴倩茹
从未休过寒暑假。 功夫不负有心
人， 因为刻苦的训练、 出色的篮
球技术和随之取得的成绩， 高中
后 ， 她被特招到了山东师范大
学，开始随校队到全国征战，参加
过CUBA，也取得了优异成绩。

一段青涩的青春岁月是否过
得有意义， 要看回忆起来是不是

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瞬间和故事，
而吴倩茹的每一次比赛， 都是她
难忘的青春印记。 回忆起篮球对
于自己的意义， 她说： “每次站
到篮球场上， 都会让我想起上学
那段美好的时光， 我和同学们一
起打球， 一起商量战术， 一起战
胜对手， 训练结束后一起到街边
吃一碗土豆粉， 说着比赛中有趣
的事情。 虽然现在不能继续打比
赛， 但我舍不得球场， 能以球队
教练的身份站在赛场上， 我觉得
自己很幸运。”

从团干部到“吴教练”，
努力是她的习惯

多年的比赛经历， 让吴倩茹
养成了一种习惯 ， 凡事要么不
做， 要做就努力做到最好。

2011年大学毕业， 吴倩茹来
到首钢矿山工作， 被分到矿业协

力公司原球团维检车间。 由于在
工作中认真的态度， 车间领导让
她兼职担任团支部书记。 为了干
好工作， 她勤于思考， 结合实际
工作组织团活动 。 比如今年年
初， 针对球团检修中更换除尘布
袋的施工任务， 她组织各班组20
多名团员青工开展劳动竞赛， 大
大提高了布袋更换的质量效率；
她热心于青工创新团队建设， 经
常开展各类学练赛选活动， 带着
团队成员深入一线开展课题攻
关， 在球团回转窑、 环冷机、 造
球室等各区域维检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多次被评为 “矿业公司青
年创新团队”； 她还积极参加矿
业公司工会、 团委组织的各类活
动，渐渐的，在篮球方面的特长被
挖掘出来，从2015年开始，她正式
成为了协力公司篮球队教练， 延
续了她和篮球之间的缘分。

接手协力队第一年， 在矿业

联赛中虽然只获得第三名， 但却
让她对每一名队员的技术水平和
性格特点有了全面的了解。 2016
年， 她加大了球队的练习强度，
带着球队一路闯入总决赛， 虽然
在与杏山队的对决中遗憾告负屈
居亚军 ， 但也让她开始了解对
手， “教练” 的身份渐入佳境。
那时她下定决心， 来年再战， 誓
要夺冠！

2016年9月份 ， 矿业队参加
了 “工体杯” 北京市职工三人制
男子篮球比赛 ， 吴倩茹担任教
练。 在预赛期间， 矿业队落后于
北京联通代表队， 以小组第二的
成绩出线， 而最后的总决赛对手
偏偏就是北京联通代表队。 经过
预赛的观察， 吴倩茹全面分析对
手主力球员技术特点， 结合本方
队员情况合理安排， 最终经过队
员们的顽强拼搏 ， 以25： 6的优
异成绩逆转小组赛劣势， 夺得冠
军 ！ 在那之后 ， 更多的人知道
了， 矿业公司有一位美女篮球教
练， 带着矿山篮球队走出首钢，
在北京市级比赛中勇夺桂冠。

从教练到辣妈， 爱篮球
更爱生活

吴倩茹不仅是球场上的麻辣
教练， 也是生活中的美女辣妈。
她的 “朋友圈” 精彩纷呈： 和家
人去旅游的照片， 和宝宝做游戏
的照片， 所有照片中都有一个共
同元素 ， 就是她自然流露的笑
容。 生活中的她和球场上的她相
比， 画风突变， 她和所有女人一
样， 爱美、 贤惠， 打扮自己从不
偷懒， 照顾孩子无比用心。 球场
上强硬决绝， 生活中时尚乐观，
这就是吴倩茹， 一个来自矿山的
女篮球教练。

国安再报价施密特爱徒仍遭拒

佼佼者有望入选夏训营
北京校园足球联赛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