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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曲线赴澳”训练细节曝光

澳大利亚泳协遭当地媒体嘲讽
□何霞
本报讯 我国游泳国宝级
运动员孙杨的近况，出现在了
昨天的澳大利亚《周日电讯报》
上。受到兴奋剂事件影响，外
媒对于他的“曲线赴澳”言辞激
烈，甚至在标题处孙杨的名字
前 用 了“drug cheat”(药 物 作
弊)这样的定语。以下为部分文
章编译内容——
这是一张中国泳将孙杨不
想让你看到的照片。
如图显示，正在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秘密训练的孙杨被
拍。这也证明了尽管澳洲泳协
已经明令禁止其前来训练，他
仍然能够利用“漏洞”继续与当

地优秀教练合作。
随着孙杨被禁赛的消息在
去年曝光，作为当今中国最知
名的运动员、最佳的游泳选手
之一，孙杨被迫与外教丹尼斯·
科特雷尔切断联系，同时被禁
止前往丹尼斯在迈阿密、黄金
海岸的俱乐部。
但是一记耳光打在了澳洲
游泳协会的脸上。
孙杨在距其仅 20 公里开
外的地方，并在丹尼斯的前副
手布莱恩·金的监督下开始海
外冬训。新的训练基地位于黄
金海岸的北部，名为逍遥湾超
级 体 育 中 心“Runaway
(
Bay
Sports Super Centre”
)。 尽
管也有国家资助，但它并不在

澳洲推行的“领奖台计划”中，
也与迈阿密俱乐部没有正式的
关联。
过去的三个星期里，孙杨
至少更换了两次训练场所。记
者在逍遥湾采访期间，曾被孙
杨要求删除照片，教练金一度
参与调停。
谈到缘何与孙杨合作，布
莱恩·金表示中国游泳协会的
到 来 将 为 当 地 带 来 400 万 到
500 万 美 元 ( 注 ：原 文 为 $4
million or $5 million) 的 不
菲收入。
“孙杨的禁赛已经结
束，我认为此举是可以被允许
的。他选择来到这里，是因为
我们的条件更好些，并且我不
认为这有什么错。”他这样对当

地媒体《周日电讯报》说。
目前大约有 70 位来自国
外的游泳选手来到黄金海岸，
分散在诸如南安普顿学校以及
萨默塞特大学等。另外，像布
里斯班也有不少亚洲游泳名
将。
澳大利亚游泳协会官员迈
克尔·斯科特曾经表示，
“ 领奖
台计划”制定的严格规定是为
了“保护澳洲游泳的完整性以
及避免任何涉药的可能。”澳洲
泳协正与澳大利亚反兴奋剂机
构合作，确保所有国外选手在
澳训练期间的兴奋剂检测都能
覆盖到，
“像孙杨这样排名靠前
的名将，同样需要接受来自国
际泳联的赛外兴奋剂检测。”

为本人蜡像揭幕 李娜全程笑靥如花
据新华社墨尔本 1 月 18 日
体育专电 前中国网球“一姐”
李娜 18 日现身墨尔本公园，为
自己的第二座杜莎夫人蜡像揭
幕。以全新身份重返澳网的她
坦言自己
“很放松”。
新蜡像定格了李娜在赛场
上双手握拍的一瞬，
表情专注有
神。揭幕仪式上，
李娜身着宽松
连衣裙，脚踏平底鞋与蜡像合
影，
全程笑靥如花。与赛场上的
气势凌人相比，
褪去冠军光环的
李娜显得温柔了许多。
她笑称新蜡像与自己打比
赛时的样子几乎一模一样。她
花了四个小时协助制作蜡像，

多数时候需要保持同样的姿势
一动不动，
“腿都站麻了”。
“我爱这座蜡像，这比在我
家乡武汉的那座更好，我感到
很骄傲，”
李娜说。
揭幕仪式后，面对多位记
者关于怀孕传闻的迂回提问，
李娜的回答依然“犀利”：
“我觉
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去问一个女人有没有，或是怎
么样。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
很礼貌的问题吧。”李娜曾在 16
日的澳网抽签仪式上首度回应
怀孕传闻，表示自己要投入到
网球学校建设中，另一个目标
就是要成为妈妈。

分 类 机械物资
●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转让物资设备
●转让注塑机5台13903953354
●转让叉车 13707651585

包装印刷
●做药盒手提袋 15333807911

●手提袋纸盒礼盒 86050919
●售 2.0 酒盒礼品盒加厚板
纸 13707651585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机械物资
●常年经销打井桩绳钢丝切丸
铁钉铁丝扎丝 13703757727

分 类 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出租招租
●黄河南路整楼 2.6 万㎡可分
租(办公商业)15036156363

●禹州市禹王大道繁华地段

临街商铺 1400㎡13703841004
●二七商圈 1560 平方米旺铺

□记者 王小娟 实习生 刘峰
本报讯 17 日，一场为特殊儿童
义捐的郑州首届业余游泳健身畅游
赛在郑州市夏宫游泳健身俱乐部开
幕。据悉，本次比赛募集到的款项
将全部捐给特殊儿童互助中心。
本次游泳比赛由河南省游泳运
动协会主办，共有来自郑州市的 9 支
业余游泳队的 100 多名选手参与。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参赛选手既
有八九岁的儿童，也有年过半百的
中老年人，无一例外，大家都对募捐
这个环节非常踊跃。本次慈善比赛
的发起者、夏宫游泳俱乐部总经理
王中宇告诉记者，本次游泳比赛的
目的就是唤起全社会对特殊儿童这
个族群的关爱，
“我们首先大力号召
俱乐部的会员为特殊儿童捐款捐
物，并在俱乐部门口放置一个捐款
箱，用来接受日常会员的捐款。”此
外，王中宇还打算为特殊儿童提供
每个月一到两次的免费游泳机会。
在开幕式现场，记者见到了带
着女儿来捐款的吴女士。吴女士的
女儿王莫寒今年 10 岁，通过日常做
手工，再由妈妈拿到网上去卖，攒了
100 元钱。她小心翼翼地将一张崭
新 的 100 元 钱 投 进 现 场 的 募 捐 箱
里。
“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
一下那些小朋友。”
王莫寒说。
（注：特殊儿童是指与正常儿童
在各方面有显著差异的各类儿童，
包括智力残疾、听力残疾等类型。
）

1 月 18 日，李娜（左）与自己的蜡像合影。新华社发

●出售 2000 型沥青拌和楼 3 套
3000 型 1 套。13598891980

●路沿石六角塑模13903953354

杭州叉车68767259
求购物资设备
●废旧物资设备 15138693611
●闲置物资设备 13783682499

●求购饭店蛋糕房18790292973
●闲置物资设备 13523089014

分 类 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郑州电大本/专学历67631001

●执业医师药师主治医66565839
经济会计工程师职称66565839

专学建筑技术

造价识图施工钢筋 67100519

●中州大道与国基路交叉口办

海南温泉房

●文化路财经学院对面黄金

原生态观山瞰湖高层、湖景别

公整层精装出租 13676994629
旺铺 540㎡招租 13700885555

空房招租

●经八路黄河路 4500 平招租（ 金水路大石桥 1200 平方米
原经营市场）13526834307
原奥斯卡影都 13673383951
●花园路纬五路西一、二层

游泳健身畅游赛
为特殊儿童募捐

房地产

墅、超低价 3480 元/㎡起，70 年
产权，温泉入户，远离雾霾，毗
邻高速高铁，准现房！郑东新
区商务内环路 8 号楼 60909299

海南养生房

海南省重点项目,70 年产权,
集休闲、养生、旅游于一体
的低价高端住宅小区。精装

招租 13803860333

●整院 2640㎡售 18137181911
12 层 1.7 万 ㎡ 招 商（酒 店、银 ●花园路 100#地铁口三楼 530 ●上街厂房出售 15038000016
行、餐饮、足疗等知名品牌）。 ㎡商务办公 13343718619
●嵩山北路丹尼斯对面 283㎡
新乡市和平路与向阳路一、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一层商铺出租 13523069939
二层 1100㎡门面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招商电话 18603831999 王先生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豫港大厦出租

现房，可按揭。首付 3 万元
起,即刻入住。机场全程接
送,免费食宿（3 天 2 晚）购

房即送往返机票。金水路 297
号，郑州热线:13027721530

名吃技术转让
重庆小面郑州烩面洛阳牛肉
汤包教包会 18339970032

推拿师培训
小儿推拿培训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双证 推荐安置工作
0371-66210824

写字间楼
正弘大厦
二七路地铁口旁临街写字间
招租 66210078、13513805862

中孚大厦

二层 1500㎡整层招租

另精装写字楼特价招租
电话 63814656、15538250537

出租仓库厂院
●嵩山路南四环大型钢结构
厂房仓库 18638238238

招聘
●聘公司高管、销售精英、文
员、生产工人 13623848555

●聘校长、招生教务处主任

、招生办文员、地市县招
生代理 13503861013

●聘司机或兼职司机66618777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仓库空地出租 13333852588
●机场旁独院 6000 平米
水电齐全 13073781788

●高新区厂仓院 13598899953
●杨金园区厂仓 15838176383
●高新区国有土地厂房 3000

平米两院可分割 18695872505
●东明路仓库租 13503716000

●西四环厂院出租13803718919

●西四环马寨 2300 平标准厂
房出租，李先生 15890058707

●江山路 2 万㎡13903718234

上街厂房招租

★★★1563979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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