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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上午，一篇题为
《宁泽涛恐被取消奥运资格 因私
接广告顶撞领导》的微博称，知名
游泳运动员宁泽涛因为私接广告
和顶撞领导，可能会被取消里约
奥运资格。很快该微博被删除。
大河报记者通过向中国游泳队、
国家游泳中心等多方求证获悉，
是否处罚还在最后讨论中，下周
应该会有定论，因为奥运名单马
上就要公布。

早在上周，有关宁泽涛可能
会被禁赛的消息已经从游泳队内
部流出。尽管如此，当大河报记
者向中国游泳队和国家游泳中心
求证此事时，相关责任人依然讳
莫如深，不愿透露更多内幕和细
节，记者得到的唯一的确切消息
是，下周处罚一事应该会有定论，
因为中国国家游泳队将会在7月
初公布里约奥运名单。是否处
罚，怎么处罚，到时都会有一个确
切的结论。

而宁泽涛本人对此事并没有
过多反应，为了力争在里约冲击
金牌，他今年两度前往澳洲特训，
6月份刚刚回国的他看起来黑了
一圈瘦了一圈，“我不是瘦了，是
更结实了。”宁泽涛曾这样回答记
者的提问。

由于戈麦斯回国进行疝
气手术，预计要到8月份身
体才能恢复健康。戈麦斯缺
阵的期间恰好是赛程最为密
集的阶段，缺少外援对于球
队来说是个巨大的损失。为
了填补后防线的空缺，此前
贾秀全已着手寻找替代者。

昨日，克罗地亚里耶卡
俱乐部宣布，斯洛文尼亚国
脚中后卫萨马尔季奇转会河
南建业，并在本周三接受了
建业的体检。据克罗地亚媒
体报道，萨马尔季奇的转会
费约为150万欧元。资料显
示，萨马尔季奇来自斯洛文
尼亚，现年29岁，身高1.86
米，司职中后卫，2015-2016
赛季代表里耶卡各项比赛出
场37次打入 6球。作
为斯洛文尼亚
国

脚，萨马尔季奇累计为国家
队出场过9次。

昨日，萨马尔季奇在社
交网站中晒出自己身着建业
队服的照片，对此，建业俱乐
部表示，该球员的转会手续
还在办理当中，随后会正式
官宣。

根据中国足协的规定，
俱乐部只可以在二次转会期
调整外援，戈麦斯的名额被
顶替之后，他可以报名参加
预备队联赛，在下半年将无
缘中超赛场。至于赛季结束
后队内的三位中后卫外援如
何取舍，还是后话。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从今天开始，由大河
报发起倡导的少儿国球公益培训
活动将拉开新一轮大幕。从7月
1日至 8月 1日期间每周六、周
日，12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无论是
否有乒乓基础，均可免费报名参
加本次推广活动，免费接受专业
教练的训练指导。

2014年 10月，一场少儿国
球公益培训在大河报的倡导下拉
开序幕，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
教育局、郑州市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郑州市乒协等多家单位联合
举办，旨在为国球运动的推广、人
才的选拔做一些积极的尝试和探
索。经过一年多的培训，最终8
名“乒乓星”小球员从3000多名
球员中脱颖而出，于今年5月前
往国家乒乓球队接受了国乒队总
教练刘国梁的亲手指导。据悉，
在本次国球公益培训期间，除掌
握基本技术以外，还将对参训的
少年儿童进行身体素质全面监测
并且根据监测数据有目的地进行
身体协调性、柔韧性、灵活性综合
练习。

培训过后，8月6日，郑州市
第二届公益少年儿童乒乓球推广
赛暨郑州国际少儿交流邀请赛将
开赛，来自中国香港、台湾，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小
朋友们将一起切磋球技，比赛将
选出30名小乒乓星，赛后和远道
而来的小朋友们共游千年古刹少
林寺，和少林小子“切磋拳脚”。

比赛报名和公益培训报名即
日开启，赶紧来报名吧。可登录

“乒乓星”网站www.bgsports.
cn 报 名 ，也 可 拨 打 电 话
0371-87507000报名。

是否处罚仍在讨论中

魔鬼赛程首战对国安
建业火线引进外援后卫

□记者 王玮皓

周六晚，建
业将在主场迎
来北京国安，由
此拉开7月份魔
鬼 赛 程 的 序
幕。作为联赛
下半程的起点，
此役是建业止
跌反弹，重建信
心 的 关 键 一
战。赛前，建业
火线签下斯洛
文尼亚国脚中
后卫萨马尔季
奇，这位新援也
有望在明晚迎
来首秀。

“黄河德比”饮恨，北上
长春遇冷，连续两个客场，建
业经历了两连败，被保级球
队拖住了前进的脚步。本轮
主场迎来北京国安，对于建
业来说将是一个重要的节点
——中超联赛已经结束了
15轮比赛，此役是下半程的
起点，建业需要用胜利开个
好头。同时，目前第二集团
的分数咬得很紧，国安距离
建业只有两分之差，建业想
要不掉队，此役必须止跌反
弹。此外，进入7月份之后，
建业要在联赛和足协杯的双
线主战场上迎来8场恶战，
这段魔鬼赛程中，球队的身
心都将经历极为严峻的考
验，建业需要在魔鬼赛程的
揭幕战中卸下压力，重建信
心。大战来临之前，建业在
周二的足协杯上迎来了一
场 61 的大胜，
不仅让

小将们提振了士气和信心，
也让外援得到了充分休息，
球队恢复到了斗志饱满的状
态。

本赛季，北京国安开局
不利，掉入降级区，随后意大
利名帅扎切罗尼下课，谢峰
临时接手后带队5轮三胜两
平未尝败绩，抢分势头很
猛。能够快速迎头赶上，不
得不说国安的豪门底蕴很
足，球队中拥有众多国脚和
大牌外援，特别是巴西国家
队中场大将奥古斯托、土耳
其锋线伊尔马兹，分别从美
洲杯和欧洲杯归来。周二的
足协杯上，国安队的阵容做
出了不小的轮换，也预示着
此役欲从航体抢分。

中国足球职业化至今，
22年来没有更换投资人的球
队只有建业和北京国安。一
个是财大气粗的国企，一个
是平民草根，两队在交锋历
史上充满了恩怨情仇。特别
是2009年的失冠之痛，成了
河南球迷心中的一大痛楚
——那是河南足球距离冠军
梦想最近的一年，但却被国
安在6分钟的超长补时中粉
碎，最终建业也以3分之差
目送国安夺冠。2014年联
赛最后一轮，老贾带队在北
京工体顽强逼平国安，搅碎

对手冠军梦的同时神奇保
级，顾操跪谢球迷的一幕，成
为建业历史长河中的经典画
面。

对阵北京国安，对于建
业球员来说从来不需要动员，
而对于球迷也是长久以来的
期待，本场比赛可谓一票难
求，官方票务平台“体育之窗”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役是建
业本赛季主场最为火爆的场
次之一，网络订票早早被抢购
一空。而比赛当日下午4点，
最后千余张门票会在航海体
育场票务中心开售。

★ 建业火线签外援 ★

★ 建业要拿国安止跌 ★

★ 交锋史充满恩怨情仇 ★

本届欧洲杯，共有三支
英伦球队参赛，如今只剩威
尔士一支球队。作为当家
球星，26岁的贝尔在威尔
士晋级的道路上表现得堪
称完美，取得3个进球，目
前暂列射手榜首位。这得
益于主帅科尔曼打造的体
系，贝尔被允许享有不参与
防守的特权，让他最大限度
地释放了进攻才华。

在比利时主帅威尔莫
茨看来，威尔士队就是贝尔
一个人的球队，但他并不打
算专门派人盯防贝尔，威尔

莫茨称贝尔的位置太飘忽，
专门盯防他简直浪费时
间。“他在威尔士打的是自
由人角色，在球场上无处不
在，一会儿在边路，一会儿
在中路。所以，我根本不会
专门派人盯防他，我们会对
他进行联防，他在哪个位
置，就由哪里的球员防他。”
威尔莫茨指出，欧预赛上的
失误将不会再次出现，“我
们在欧预赛上输给他们一
次，但是，我们比赛中的机
会远远多过他们，这样的失
误将不会再次出现。”

本届欧洲杯，作为世界排
名最高的欧洲球队，球星云集
的比利时队被球迷寄予厚望，
可是小组赛首战，他们的表现
却令人大跌眼镜，两球不敌

“平民”意大利。不过，这当头
一棒并没有将比利时打晕，从
那之后，欧洲红魔迅速调整好
自己的状态，在随后的比赛中
分别以30、10击败爱尔兰
和瑞典，昂首挺进16强。淘
汰赛对阵匈牙利，比利时队火
力全开，取得40大胜，状态
越来越好的欧洲红

魔展现出了自己恐怖的实力。
目前，中场核心德布劳内

是欧洲杯开赛以来送出威胁
传球最多的球员，同时比利时
的锋线上进攻点非常多，卢卡
库、阿扎尔、纳因戈兰、卡拉斯
科等都有很强的得分能力。
处在没有强敌的上半区，对
于比利时来说是难得的好机
会。德布劳内表示，全队已
经等不及要杀入欧洲杯决赛
了。

看比利
时群英

如何战
贝尔

看比利
时群英

如何战
贝尔

★ 谁来阻挡贝尔？★ ★ 比利时剑指决赛 ★

斯洛文尼亚国脚明晚首秀？
宁泽涛无缘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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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凌晨，在即将开战的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威尔士将迎战实
力强劲的比利时，这场欧洲红龙与欧洲红魔的双红会，将成为球迷关注
的焦点。

□记者 王玮皓

萨
马
尔
季
奇

贝
尔

国球公益培训
少儿可免费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