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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任磊

本报讯 12月27日，是河南
大学老教授寇振声老师八十大寿
的日子，这一天，来自省内外老老
少少的弟子们齐聚郑州，自发为
他庆祝。

寇振声堪称河南篮球的一代
宗师，从教六十余年，桃李满天下
——省内外多所高校的体育系和
篮球专业的负责人，甚至于河南
大部分的篮球人，都曾直接或间
接地得到过寇老师的教诲。他的
多名学生，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

寇振声出生于开封南关，
1955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是北
京体育大学第一届本科生。
1959年毕业以后，在郑州体育学
院工作。1962年，郑州体育学院
并入当时的开封师范学院体育
系。此后，在河南大学工作到
1998年退休。其后受聘于郑州
大学体育学院，2006年正式退出
教学岗位。河南省体育局球类中
心副主任，著名篮球教练刘永国，
也是寇老师的学生。刘永国告诉
记者，寇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在
河南男篮带队时，也还曾得到过
老师的指导。

虽然八十高龄，但寇振声精
神矍铄、思路清晰。寇老目前仍
然心系河南篮球，“河南篮球有很
多好队员，现在CBA里打球的，
有李根、王磊、周琦”，寇老叮嘱弟
子们，要培养出更多人才，“你们
有更大的成就，我会更加骄傲”。

篮球宗师寇振声：
八十高龄
仍心系篮球

近日，巴西媒体盛传巴
西国脚埃利亚斯已拒绝了华
夏幸福的高薪合同。昨日这
位巴西后腰表示，中超俱乐
部提供的合约一般都非常优
越，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谈。

昨日，巴西名宿济科组织
了一场全明星赛，埃利亚斯应
邀参赛。赛后，埃利亚斯说
道：“这里离中国太远了，有
30小时的时差，但我会和我
的团队以及父亲（经纪人）在
明天好好探讨一番。我对（中
超实际情况）知之甚少，但我
通过其他的球员得知，当他们
接到中超邀请时，普遍都接受
了。对于俱乐部和球员而言，
那都是一大笔钱。”

目前，埃利亚斯已经坐

稳了国家队的主力位置。不
过巴西国家队主帅邓加曾表
示因为难以考察在中国效力
的巴西球员，所以不再征召
这些球员进入国家队。钱还
是国家队，这是个鱼和熊掌
的问题，但埃利亚斯自己也
知道，不可能事事都如意，

“我不可能拥有所有东西，对
吧？但是，无论我在哪里，我
都会尽我最大努力去踢球，
从而为国效力。”

此前，有消息称河北华
夏幸福给埃利亚斯开出了
450万美元(约合 2913万人
民币)的年薪。埃利亚斯已年
过三十，下一份合同很可能
是其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大合
同。 阿佐

巴西国脚暗示愿来中超

近日，世界羽联公布了
2015年羽毛球球员奖金排
行榜。中国男单球员谌龙
以 298413 美元，名列排
行榜榜首。2015年谌龙所
得奖金，还不到网球巨星
德约科维奇全年所得奖金
的1.5%。谌龙本年度所得
奖金，少于 ATP 排名第
190位的格鲁吉亚选手尼
科洛兹·巴斯拉什维利。德
约科维奇今年全年所得奖
金，比所有羽毛球选手
2015年所得奖金总和的两
倍还要多。

在今年世界羽联11站
超级赛中，谌龙独揽5站冠
军，其中还包括3站积分最
高的顶级赛冠军。不仅如

此，他还在世锦赛中击败李
宗伟蝉联冠军。他单打积
分超过10万分的成就，甚
至连林丹也从未做到过。
就是这样出色的羽毛球球
员，一年的总奖金数还不到
30万美元。

今年获得三个大满贯
冠军的网球巨星德约科维
奇，2015赛季的赛事奖金
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164万
美元。按照比例来算，谌龙
辛苦一年，挣的钱还不及小
德的1.5%。羽毛球运动在
全世界拥有数量庞大的爱
好者，但在职业赛事运作方
面，却与职业网球有天壤之
别。

狄文

谌龙不及网球名将小德的1.5 %

又到一年年底，世界羽联公布年
度奖金榜，谌龙成为吸金王，他与别
的项目相比又是如何呢？而在足
坛，则是转会市场的活跃期，中

超各豪门又开始了疯狂的
烧钱运作。

吸金快？
烧钱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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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向东100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 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丰产路门面出租18638736999
●郑州黄河北岸涂料厂房及土

地出租或转让13526538080
●黄河路经八路北50米路西

经八路农贸市场三四五楼4000
平招租(可分割)13526834307

房地产

●急售秦岭北路460平带租金

商铺70年产权60658700朱

●花园路英才街天地湾叠加

三层高档别墅前后花园车库

430㎡售660万18539258293
●低价出售花园路丰产路交汇

处两室两厅13938553838王
39亩空地租售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附近有

空地39亩，有国有土地证，水

电、路通，区位极佳，出租出

售合作均可。刘：18039966601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出租厂房仓库13598839078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郑上路30亩休闲农庄及一

千㎡厂房出租15515521555
●转让或出租工业用地厂房

手续全13939062007杜先生

●郑上路三十里铺北800㎡厂

房办公楼出租15938755278
●白沙镇现有厂房和库房出租

10000平米（国有土地，证件

齐全）13203871190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16、24版

转让商铺门面

●国基路470㎡、528㎡饭店

招租无转让费18739901188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疏通钻孔88888950清化粪池

●我爱我家家政保洁66662288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居家易家政55555561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广通快递招商15981980589
隆重招商

杏花村清酒诚招市县代理商
鹿邑大曲诚招市县代理商，
4000161519/15038093009

转让
●400平纯一楼快餐店急转，位
佳生意稳定18695885957
●工人路新装修时尚宾馆
转让或承包 18638110005
●转盈利便利店13837196891

●商混站转或租13526708166
●售铁皮柜，上下铺床，桌，

椅八成新15516901999王老师

电脑维修

●电脑办公设备快修63599585

软件网站

●电商专家咨询18939210288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位佳饭店转让15713870697
●商场市场饭店15003829996
●东区800㎡饭店13283716789

寻人启事
●马喜云年龄60岁
身高 158CM，身
穿红色小碎花棉
袄，深红色碎花
棉裤，深黑色布
鞋，有智力障碍，语言不能
正常沟通，于2015年12月26
日下午17时15分在香山路与
开元路附近走失，有知情者
联系一定重谢！电话：0371
-65593075 13015516667

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河南航空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00009
59970330）不慎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河南星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股东会决议，即日起解

散公司（注册号：4101010000
35686），本公司已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30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司

此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注销公告
河南省航程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19800003
6410）经股东会决议，现拟

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

记，清算组由曹俊俊、曹小

九组成，请债权人于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羽坛奖金第一！ 被钱打动?

谌龙 埃利亚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