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晚7点30分，广州富力将
在主场迎战城南FC，此战对于
富力的出线形势至关重要。两
轮战罢，武里南联以全胜领跑。
富力和城南FC均取得1胜1负，
大阪钢巴则两战全败。由此，城
南FC将成为富力出线最大竞争
对手。第三、四轮比赛，两支球
队将连战两轮，将直接影响到小
组的出线形势。

上轮中超联赛，
富力主场01负于上

海申花。本周末，富力还要客场
挑战劲旅上海上港，接下来还有
贵州人和、山东鲁能。连续与强
队作战，将是本赛季富力所面临
的一道难关。以广州富力目前
的阵容，想与恒大一样双线作战
还能保持好成绩恐怕很难做
到。这就需要富力制定好拿分
计划，如果不有所舍弃，可能将
顾此失彼。这一阶段将是检验
富力主帅孔特拉执教能力和球
队成色的艰难时刻。

带着满营伤兵和联赛被绝
杀的心情，今晚6点，山东鲁能
将客场挑战日本球队柏太阳神。

近来，山东鲁能的境况一团
糟。上轮亚冠小组赛，鲁能主场
14惨败于全北现代，这场“惨
案”令俱乐部方面不得不出面公
开道歉。而就在上周末的联赛
中，鲁能客场挑战辽足，在两度
领先的大好局面下被扳平，最后
还遭遇绝杀，士气跌到谷底。

屋漏偏逢连夜雨，急需打翻
身仗的鲁能却遭遇前、中、后三
条线的全面人员危机。最要命
的，是几位外援可能均无法出

战。巴西后腰乌索在球队至关
重要，上轮联赛，乌索在上半场
临结束前拉伤了大腿后侧肌肉，
至少休息两周左右，而冬季引援
大价钱买来的巴西现役国脚前
锋塔尔德利在中超第一轮就遭
遇伤病，近来一直高挂免战牌，
中场大将蒙蒂略因家庭原因希
望回到巴西，近来与俱乐部闹得
不可开交，唯一健康的外援阿洛
伊西奥却没有在亚冠报名。

今晚，无人可用的鲁能不排
除“全华班”出战的可能，取胜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唯一期望的是
不要再上演惨案。

鲁能伤兵满营

富力赛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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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能派“全华班”出战？
□记者 王玮皓

今晚，2015赛季亚冠联赛将展开小组赛第三轮争夺。伤兵满
营的山东鲁能将在客场挑战日本球队柏太阳神；而广州富力在主
场迎战韩国球队城南FC，将开启一个魔鬼赛程阶段。

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重剑亚军王磊，曾经
在雅典横空出世成为一匹黑马，如今他又陷入到
舆论的漩涡中。昨日，王磊在担任上海队教练期
间曾多次殴打队员并致数名队员耳膜穿孔的消息
在网络中爆出，引发网友热议。

对此，王磊是如何回
应的？首先，王磊也承认
打人的行为，表示这确实
不对，但王磊也是不满弟
子的做法，直言他们的做
法让自己伤心。王磊承认
确实打过金逸超，造成耳
膜有点受伤，但是四年前
的事情，金逸超也跟中心
领导讲，这其实是教练对
自己好。对于打朱海禹，
王磊也没有赖账，但他表

示这个孩子现在跟自己在
国家队训练，两人的师徒
关系很好。

尽管承认打人的行
为，但王磊也表示其实以
前的事情也没有多严重。
而对于在上海队时的弟子
曝出自己执教施暴，王磊
认为是上海方面有人在教
他们攻击自己的教练，因
为将队伍带出成绩，有人
在眼红。

昨日，上海男子重剑
队本来的训练安排是：上
午休息调整、下午3点训练
到5点半。不过由于“王磊
殴打队员”一事被曝光，上
海自剑中心的领导将队员
们召集到了一起，开了一
个长达半小时左右的会。

不过对于王磊的回
应，金逸超对此表示：“没
有人在教唆我们‘攻击’

他，我们只是不想再被挨
打。他现在还是上海男子
重剑队的副教练，他在两
年后还是会回到上海队
的，所以我们想到这件事
就害怕，怕又被他无理由
地谩骂和殴打，我们不敢
再面对这样的情况，因为
他对我们造成的心理阴影
太大了。”

新体

重剑奥运亚军
殴打弟子？

王磊：事没那么严重

弟子：没人教唆我们

亚冠小组赛第三轮今日开打

鲁能队员在备战中依然轻松 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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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培训招生

●专本硕学历/会计证/经济

师/护士证15937121578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医师证药师证学历证66565839
经济会计工程师职称66565839
●外贸实训包就业15890067264
地铁高铁专业
招生65393706
建大造价培训
金水：63716882二七：5363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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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职

●资深会计师13393737341
●工民建、总工13937160084

招聘

●聘经验幼师13838181809

●聘医师护士13203868972
●代驾司机营销客服66618777
公办学校招聘
招生宣传员杨老师

13203823856

求购物资设备
●制药机电设备13949015083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高收空调废品13623812597

包装印刷
●无纺布袋制品13938199998

●专业印刷质优价廉67010792
●月彩箱600万只，邀配套胶印

设备入厂加盟13949089444

机械物资

磁王磁铁厂价
13137158563、66999250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4、15、21版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
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
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信息营业部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
交叉口东南角100米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 121号（西大街与北
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要账专家86169619
《律师★清债》
诚信专业13203719080成付

要账收欠条
难事帮办，实力见证，快速合法

咨询专线，13140005465

■成功收费■
专业收账，实力收购债权，
律师团队策划操作，快速
合法，做人讲良心，办事儿
讲诚信，我们的宗旨：一次
合作，终身朋友。唯一专办
热线：188 3824 0905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郑州西区电话：18838272316
郑州东区电话：13071022966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13939006684成付

要账13783638110
抵押贷款

●大房产地银行贷65929508

工商咨询

●大额增资·注册1338402001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专办省内投资公司、资产管

理、金融服务13140015678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业办各种资质63702222
●注册增资变更记账65251888
●低价快办公司15136237356
●工商许可证代办13384009701
●超低价记账注册13849102310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61350555
●各类资质咨询1560371197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会计●工商代理

快办证照 代理记账

15890088017 56532889
快办公司68268888
龙盛工商咨质
专业低价代办公司注册各类

资质、企业及个人金融服务

0371-65675361、65675363
免费工商66668281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专办60396908
各类资质新办升级增项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证办理

18538029920 13525582082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商标注册63290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