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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国家
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了解到，河
南明星运动员朱婷即将在里约
奥运会后奔赴土耳其顶级俱乐
部打球，如果不出意外应该在
今年的10月份至明年的5月
份之间，为其效力一个赛季。

目前，朱婷已成为中国女
排的一张名片，此前，中国女

排主教练郎平曾多次公开表
示想让朱婷去国外俱乐部打
球锻炼，认为这对朱婷和河南
队都是有利的，而朱婷本人也
有这个意愿。所以在经过多方
磋商之后，最终确定了朱婷将
在里约奥运会后前往土耳其的
一家顶级俱乐部效力。由于当
前中国排球联赛的职业化程度
不算很高，许多球员的收入和
其他项目比起来不算很丰厚，

所以为了增加收入，同时更是
为了积累在海外高水平俱乐部
打球的经历，许多明星球员诸
如王一梅等纷纷走出国门效
力。因为土耳其的联赛水平堪
称全球最高，土耳其的俱乐部
也是中国球员最青睐的，中国
球员可以在那里得到许多有效
的实战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朱婷在今
年10月至明年5月期间前往

土耳其打球，要以不影响河南
队备战2017年全运会预赛为
前提，明年4月份全运会的排
球项目预赛即将开始，此间朱
婷要返回国内备战，喜欢朱婷
的球迷依然可以在家门口看
到这位大明星。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郑州市
体育局获悉，由郑州市羽毛球协
会主办的郑州市第十二届羽毛球
俱乐部（甲级、乙级）对抗赛近日
在交通技师学院收拍。

首先进行了乙级俱乐部对抗
赛，共有21支乙级俱乐部的300
余人参加，最终决出了9支俱乐
部出线，和去年的3个甲级俱乐
部参加了次日的甲级对抗赛，最
终前三名队伍获得了丰厚的奖金
和奖品。

郑州市羽毛球俱乐部
对抗赛收拍

□记者 王玮皓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
到当上职业球员，这在近邻日
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对
于中国的孩子，能够在完成学
业的同时走上足球职业道路
的人，放眼全国也是屈指可
数。19 岁的新乡小伙田瑞就
是其中的一位“异类”，现在河
海大学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读大二的他，前不久被中
乙新军苏州东吴相中，从大学
生华丽转身职业球员，他是河
南的第一人。

日本和韩国的职业联赛
中，大部分球员都是来自于高
中或大学联赛，校园足球已经
成为国家足球迅速发展的一
块重要基石。韩国的 U 联赛
分为6个赛区，有近百支队伍

参与，日本的联赛体系则更为
完整，共有9个大学生足球联
盟，球队数量达 280 支，系统
的赛制和区域划分不仅保证
了大学生参加正式足球比赛
的场次，也保证了球员的质
量。火热的大学生联赛持续
向顶级职业联赛甚至各级国
字号球队输送高水平的职业
球员，中超升班马延边队的韩
国外援尹比加兰、参加巴西世
界杯的日本国脚酒井高德等，
都是从校园联赛走出来的典
范。

然而，在中国足球职业化
的20多年里，校园联赛从未与
职业联赛接轨。当然，这跟以
往校园联赛比赛少、球员质量
低有关系，也不可能形成人才
输送体系。长此以往，造成现
在各级国家队无人才可选，从

里克林克的国青队再到傅博
的国奥队，近年来屡屡败给日
韩 由 学 生 组 成 的 国 字 号 球
队。在中国，许多孩子踢球踢
到中学阶段就陷入两难，踢球
的成才率很低，可能最终一无
所成，所以不少家长不得不让
孩子放弃踢球。

而在校园中，孩子的球技
又很难有长足的进步，他们几
乎不可能走上职业足球的道
路。反观在日韩，根基庞大的
校园联赛成了足球人才的摇
篮，大学方面则仿效了美国
NBA选秀模式，因此很多家长
都梦想孩子能踢好球，因为一
旦球踢得好，升学问题也有解
决的机会。

本周一，国家四部委联合
下发了《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
规划》。规划要求，建立健全

校园足球竞赛体系，即高校、
高中、初中、小学校园足球四
级赛事。要求到2020年，全国
特色足球学校达到2万所，中
小学生经常参加足球运动人
数超过3000万人。同时，还要
完善考试招生政策，提高高等
院校体育类专业招收足球专
项学生的比重、本科院校设立
足球学院等。

以往，中国足球青少年人
才选拔始终只能通过职业队
和专业队进行，随着体制的改
革、激励体制的增加以及足球
人口基数的扩大，校园联赛势
必将成为职业足球的输血渠
道。足球金字塔的“塔基”直
接决定着“塔尖”的高度，2030
年跻身亚洲前列、2050年成一
流强国，才不会是一个虚幻的
目标。

校园联赛何时能实现“输血”功能？

据新华社电 C罗导演逆
转！在昨天凌晨进行的欧洲
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
回合的一场较量中，这名葡
萄牙球星的三粒进球让西班
牙豪门皇家马德里以32的
总比分淘汰德国球队沃尔夫
斯堡，晋级四强。

皇马在首回合客场以
02的比分意外落败。回到
主场，主帅齐达内以卡尔瓦
哈尔取代达尼洛首发。C罗
在比赛中上演“帽子戏法”，

助球队主场以30取胜。“白
衣军团”连续六年进军欧冠
半决赛，从穆里尼奥时代之
前的欧冠“16 郎”到最近 6
个赛季至少4强，皇马迎来
质的飞跃。

虽然皇马最近6个赛季
的欧冠“最低消费”是4强，可
惜只有1次夺冠。这次杀进
欧冠4强，皇马的命运如何？
巴萨和拜仁依旧是大热，齐
祖的皇马想要杀出重围，需
要运气和更强的斗志。

皇马时隔14年再次上演
欧冠逆转好戏，两场经典大
战都有齐达内的影子，2002
年是场上球员，2016年则作
为主帅。内敛低调的齐祖在
此役也罕见展现激情，甚至
扯破了裤子，一如去年此时
的瓜迪奥拉。

过去14年，皇马曾8次
在欧冠淘汰赛首回合落败，无
一例外均被淘汰，上回逆转还
要追溯到银河舰队一期，
2002年总分32逆转拜仁，
首回合12次战20。那场伯

纳乌歼灭战，齐达内虽然没进
球但却是中场指挥官。转眼
到了2016年，齐祖再次缔造
欧冠逆转经典，而且比上回淘
汰德甲霸主难度更大。

C罗打入第3球后，伯纳
乌所有人都陷入疯狂，包括
平时不苟言笑的齐达内。之
后本泽马80分钟时本有机会
锁定胜局，但他切入禁区抽
射被对手挡出底线，遗憾不
已的齐祖大吼一声，居然将
自己西装裤子也扯出一个大
洞。 楚文

宫鲁鸣留任男篮主帅，这也
意味着他将继续带领中国男篮征
战里约奥运会。然而，随后在接
受采访时，宫指导先是沉默，继而
一声叹息，仿佛此次留任的结果
不是他想要的，这其中又有何隐
情？

回避待遇问题

之前导致双方沟通陷入僵局
的宫鲁鸣的待遇问题，篮协至今
没有给出说法，对此，宫鲁鸣本人
也选择了沉默。宫鲁鸣的待遇具
体是多少呢？最初，篮协称帮宫
鲁鸣争取每月25万的薪酬，后又
说 25万过多，改成每月 15万。
不过从2015年开始，篮协每月只
给宫鲁鸣1万元的训练补贴。

这次中国篮协是以怎样的方
法解决宫鲁鸣的待遇问题，目前
还不得而知。记者采访宫鲁鸣
时，宫鲁鸣也不愿多谈。从现在
情况看，宫导的待遇问题可能依
旧是一笔糊涂账。

推迟就任

虽然已经确定回归，但中国
男篮的主帅“空窗期”还将延续。
在接受求证时，宫鲁鸣表示，他将
在17日左右直接飞赴海埂与队
伍会合。“手头有些事儿要处理，
思路也要理顺，还有一些需要沟
通和协调的地方。”宫鲁鸣说。

因为帅位“难产”，中国男篮
的奥运集训时间已被推迟，如今
主帅依然不能到位，是否会对备
战造成影响？宫鲁鸣称：欲速则
不达，有些事情如果不事先处理
好，可能会对队伍备战造成更大
影响。另外，队员的恢复、调整以
及体能训练是中国男篮昆明集训
的主要任务，教练班子已有具体
计划和安排。 王文

奥运会后出发 为期一个赛季
赴土耳其打球，朱婷将走上留洋路

宫鲁鸣待遇
仍无说法

进欧冠四强成皇马“最低消费”

表达遗憾动作夸张
齐祖裤子都扯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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