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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情愿不情

愿，至少一年内，别说河南观众，就连中

国观众都看不到朱婷在国内打球了。

尽管她是周口土生土长的河南妹子，尽

管她在国内省内有那么多的“铁粉”。

作为一个吃青春饭的运动员，朱婷

在自己的运动生涯高光时期，凭借真才

实学多挣点钱，这没什么不对并且是理

所当然的。因为在河南，朱婷挣不了那

么多钱，即便她是国家队头号主攻手，

又有很大的市场吸引力，但俱乐部再照

顾她，也顶多一年多给个十万、八万，再

多就不行了。毕竟排球是个集体项目，

个人再厉害，少了队友也赢不了球，收

入过高，对于个人来说是件好事，但高

到打破了全队心理平衡的地步，反倒成

了坏事。而且在国内，也没有俱乐部能

给朱婷开出 10 个月 80 万欧元的薪水，

就是那些所谓的“豪门”也不行，因为女

排在中国还没有实现职业化，年薪近千

万签一个女排队员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朱婷能走出去是国内排球界观念

转变的结果。以前有个铁的规定，国家

队队员只有过了 26 岁，才能允许出国

打职业赛，让她们在运动暮年时挣点碎

银子，补贴一下自己。现在炙手可热的

朱婷，能在 22 岁时就走出国门挣大钱，

这其中国家队主帅郎平起了极大的作

用。在国外闯荡多年的她深知，只要解

决好了俱乐部与国家队的关系问题，打

高水平的职业赛非常有利于于选手水

平的提高和保持。凭借自身的天赋，有

了征战国外高水平联赛的机会，朱婷也

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自身水平，成为

威慑力更加惊人的世界第一主攻手。

朱婷的成长，无论是对于国家队还是河

南女排来说都是好事，因为她的合同里

写得清清楚楚：她在俱乐部效力期间，

不能影响她为母队效力，也就是她加盟

瓦基弗银行不影响她代表中国参加世

锦赛、世界杯，代表河南打全运会。

说到底，朱婷“远嫁”土耳其是市场

行为，是各种市场资源共同配置形成的

结果。如果硬是用行政手段来干预，最

后的结果肯定是几败俱伤：朱婷少挣了

一大笔钱，国家队失去了培养一个更高

水平明星的机会，也削弱了瓦基弗银行

在欧洲和世界的竞争力。令人欣喜的

是，河南省体育局和国家排管中心的领

导，在这件事上非常开明大度，为朱婷的

转会大开绿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最

受伤的还是河南女排：她们不但失去了

最强的火力点，也失去了最大的市场卖

点，即使她们收到了 12 万欧元的转会

“补偿”。好在，朱婷缺阵带来的损失，也

由市场化运作得到了解决：在新俱乐部

老板的鼎力支持下，河南女排将签下世

界冠军美国女排的两名主力，基本保证

河南女排的实力不下降，仍然能保持在

全国甲级队行列，依然能让观众欣赏到

精彩的比赛。

体育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之一已经是国家既定的大方针，实

现市场化运作更是这一产业的基本规

则。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

难题，但再难的题也不能用行政手段、长

官意志来消化，还是要通过市场规律自

行解决。这才是中国由金牌大国向体育

强国迈进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市场经

济逐渐成熟和规范的标准做法。⑥11

2016 年河南省“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公益活动报名工作至 6月
20日已圆满结束，今年我省报名申
请的学校达到了 441所。目前，经
过初步筛选，2016“公益体彩 快乐
操场”（河南）捐赠对象第一轮的筛
选工作已经结束，共有 126所小学
入围了第二阶段的评选。

6月30日，由省体彩中心人员、
体彩分中心代表、体彩网点业主代
表，以及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河
南人民广播电台、大河报、河南商
报、东方今报、大河网、腾讯大豫网
等媒体代表组成的评审团，对 126
所入围学校进行了公开评审。

评审工作分四组进行，每组评

审人员首先对报名学校提供的基本
情况进行逐项了解，同时，通过学校
提供的校园、现有操场、器材室等实
景照片，对是否提供捐 赠进行综合
打分。最后由工作人员对每组评委
的打分进行汇总，按照每所学校得
分高低进行排序，前25名的学校入
围 2016“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河
南）实地考察名单。

据悉，2016“公益体彩 快乐操
场”（河南）最终25所受赠学校的名
单将在7月底和8月初，通过河南体
育彩票网、“河南体彩”官方微信等
媒体进行公告。这 25所学校将在
开学季得到属于他们的“公益体彩
快乐操场”。⑥9 (胥艳芳）

7月 1日，罗纳尔多足球学院与郑
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郑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实验小学举行。刁玉华、王鹏等
省教育厅、省体育局有关方面领导出席
了活动。

罗纳尔多的到来，受到郑州经开区
中小学足球小将们及河南球迷的热烈
欢迎，大罗也欣然在实验小学的校园
足球纪念雕塑上签名留念。对于为何
牵手河南校园足球，罗纳尔多表示：

“河南的优势在于有很多人喜欢和练
习足球，而且校园足球一直走在全国

前列，郑州又是在引领着河南校园足
球的发展。相信我们在吸引孩子兴
趣、普及校园足球的基础上，肯定可
以培养出优秀的足球人才。这也是
我们的优势，我们知道如何培养人
才，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想法实现，
我相信我们会看到很多中国面孔，在
世界足坛上出现。”

在签约仪式上，“外星人”为罗纳
尔多足球学院河南分院授牌，郑州经开
区教文体局局长唐保华与罗纳尔多签
署了罗纳尔多足球学院与郑州经开区
教文体局校园足球战略合作协议，并一

起为罗纳尔多足球学院校园足球战略
合作实验区揭牌。

仪式结束后，罗纳尔多来到实验小
学足球场，为实验小学五人制足球比
赛开球并观看了学生们的比赛。大罗
也对中国青少年应该如何投身足球运
动给出了建议。他表示，孩子如果想
踢足球，关键是要享受足球，“足球是
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你们愿意花
时间给足球是非常重要的，听足球指
导员的指导也非常重要，但始终最重
要的是投入。”⑥9

（校足办）

走出去，引进来，变身千万“土豪”

河南女排奏响蜕变三重奏

赛事短平快

“市场化”难题只能由“市场”解决

本栏目由建业（中国）
住宅集团特约刊登

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一周评论席

“肥罗”现身郑州 助推校足发展
“快乐操场”公益活动评审紧张进行

一重奏：朱婷西行漫记

近期国内排坛最火的新闻，无疑要
数河南女排当家花旦朱婷的高额年
薪。早在5月初，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
的豪门瓦基弗银行就宣布，2015年世
界杯的 MVP朱婷将在奥运会后加盟
该 队 ，她 会 代 表 瓦 基 弗 银 行 征 战
2016-2017 赛季的土超联赛、欧冠联
赛以及世俱杯的比赛。

据说，为了引进朱婷，瓦基弗银行
也是诚意满满，6月28日就有媒体爆料
称，该俱乐部是以全球女排第二高薪的
110万欧元才将朱婷招致麾下，一时间
朱婷转会再次成为新闻搜索的热点。
不过，经记者多方打探了解到，朱婷的
收入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夸张，她十个
月的工资只有 80万欧元，另外作为朱
婷的母队，河南女排也得到了 12万欧
元的转会费。

朱婷的转会，可以说是河南排球史
上的一件大事，她也是河南三大球中第
一个转会国外俱乐部的选手。据朱婷
的恩师詹海根介绍，对于这次转会，国
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和河南
省体育局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河南省球
类运动管理中心更是放宽了“必须到
26岁才能转会”的年龄限制，破格放行
了还不到22岁的朱婷。河南省球类运
动管理中心也希望能通过这次转会，为
河南排球向市场化迈进探明一条新路，
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让优秀运动员的
自身价值也能得到体现。

二重奏：外援强势加盟

核心朱婷的离去，不可避免地会给
球队实力造成影响。虽然在转会合同
中规定，明年的全运会预选赛，朱婷将
回国参赛，但今年的全国女排联赛，缺
少了重炮手的河南女排则要面临不小
的保级压力。

好在，已经“不差钱”的河南女排这
回再次尝了一个鲜，就在朱婷敲定转会
后不久，河南女排也完成了建队 58年
来的首次外援引进。2014年女排世锦
赛冠军队成员，美国女排主攻手梅根以
及接应二传墨菲，已经确定将在女排联
赛开战前加盟河南女排，新赛季她们将
肩负起为球队攻城拔寨的重任。

实际上，中国女排联赛引进外援并
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上个赛季更是有
6支球队引进了12名外援，创下了历年
的新高。不过，相比土耳其和意大利这
些明星云集的国外超级联赛，中国女排
联赛里的外援很多来自世界排坛三流
水平的国家，其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当
然，真正高水平的外援也确实能给球队
带来质的变化，比如因为新老交替不顺
进入下降通道的天津女排，2014—2015
赛季仅名列第七的她们，在引进了前古
巴国家队的卡里罗之后，时隔三年后终
于重新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这其中技
术实力和职业素养均是一流的卡里罗
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是看到了高水平外援给球队带
来的促进作用，河南女排今年也投入巨
资引进了两名冠军级外援。河南女排
主教练詹海根希望，这两名美国外援的
到来，能给队中的年轻队员树立起一个
学习的榜样，帮助她们尽快实现从专业
化球员向职业化球员的转变。

三重奏：成为“千万土豪”

高水平的外援自然要有高额的付
出，为了引进这两名美国国手，河南女
排也是付出了数十万美金的代价，这事
对于以前的河南女排来说，是不可想象
的。而今年她们之所以敢一掷千金，其
主要原因在于她们这次有了坚强的后
盾。在 6月份与河南鑫苑置业的合同
结束后，从 7月份开始，河南女排就与
天津奥瑞克电梯有限公司携手，成立了

河南奥瑞克女排俱乐部。
拥有不错人才基础的河南女排，一

直以来都受资金短缺的困扰，郑州高新
区和鑫苑置业这样的赞助企业，虽然有
着投资体育产业的超前眼光，但由于实
力不足，无法给球队提供雄厚的资金支
持。只能勉强糊口的河南女排，自然在
竞争激烈的联赛里没有什么吸引力，不
少好苗子流失到其他俱乐部也就在所
难免。

过惯了苦日子的河南女排，今年总
算时来运转。据介绍，新东家在新赛季

将投入千万资金打造新的阵容，如此大
手笔的投入，也让“草根级”的河南女
排，一跃成为国内女排联赛里的土豪级
球队。要知道，在中国女排俱乐部里，
能够达到千万级别投资的，也仅仅只有
天津、上海等寥寥两三家而已，她们当
中大多数都是联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虽然，终于“土豪”了一把的河南女
排，一时半会还无法成为联赛的顶级强
队。但相信假以时日，充足的资金支
持，再加上雄厚的人才积累，河南女排
必将会有凤凰涅槃的一天。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4日，
第 13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召开新
闻发布会，正式发布了全运会的

“津”字会徽和吉祥物“津娃”，与此
同时，本届全运会飞碟射击比赛的
申办工作也进入了评比阶段。作为
第一个提出申办的场地，河南洛阳
射击射箭训练基地已经做好了各项
准备工作，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辽宁、四川以及广东三个省份。

由于受场地条件的限制，第13
届全运会的东道主天津，申请将飞
碟射击比赛的场地放在异地举行，
而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洛阳市射击
射箭训练基地也在第一时间提出了
申办。作为河南首个民营射击射箭
训练基地，投资5000多万的洛阳市

射击射箭训练基地占地 300余亩，
设有3个飞碟靶场，10米气枪馆，25
米、50米射击馆和射箭场等，是国内
条件最先进的射击射箭场地之一，
具备承办国际、国内各级别射击赛
事的条件。

为了能进一步完善自身条件，6
月 29日至 7月 6日，洛阳市射击射
箭训练基地还专门举办了全国飞碟
射击邀请赛，有近一半的国家队队
员现场感受了该基地的办赛条件。
河南省射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宇
峰表示，作为一个全国射击项目的
大省，河南很希望能为国家射击运
动的发展做出贡献，他也希望，全运
会飞碟射击的比赛能最终花落洛
阳。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7月 5日，
2016“和谐集团”杯亚太-美国青少
年高尔夫球明星对抗赛在郑州金沙
湖国际高尔夫球会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会上公布了即将参加 7 月 13
日-20日首届亚美青少年对抗赛的
全部24名球员名单，其中河南优秀
青少年女球手张婧文将作为亚太区
的代表参加本次对抗。

本届亚美青少年对抗赛是由亚
太青少年高尔夫球发展联合会发起

并主办。比赛引入了“莱德杯”赛制，
由亚太队和美国队各派12名顶尖的
青少年球手展开竞争，通过6场四人
两球赛、6场二人二球赛和12场个人
比洞赛，最终以积分多少决定冠军奖
杯的归属。作为东道主选手，河南选
手张婧文是本次发布会上的一大亮
点，这个15岁的姑娘2016汇丰青少
年冠军赛郑州站A组冠军，近几年国
内各大青少年赛和业余赛的领先榜
上也频频见到她的名字。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7月 3日，
2016年“曾雪麟杯”足球纪念赛在
河南欧帕集团足球场圆满落幕，王
随生、范运杰等我省足球名宿以及
建业退役老将等，通过比赛的形式
缅怀已故的中国足坛名宿曾雪麟。

今年 2月 11日，前中国国家队
主教练曾雪麟因病逝世，享年 86
岁。为了纪念这位将自己的一生献
给中国足球的老人，多位河南民间
足球人士自发组织了本次纪念赛。
谈到举办本次比赛的初衷，一位赛
事发起人表示，32年前曾雪麟指导
带领中国男足走上乐历史巅峰，但

他被迫离开后，国足水平持续下降，
并跌出了亚洲一流。他们希望能通
过这次赛事，让中国的足球人能反
思历史，不要忘记这段前车之鉴。

本次纪念赛得到了河南足球圈
和媒体圈人士的积极响应，除了宋
琦、聂磊等多名建业退役老将外，由
范运杰挂帅的运之杰俱乐部同样精
英尽出，秦丽娟、段芳芳等前河南女
足队员纷纷重返绿茵场，河南本地
的体育记者也组队参赛。最终，经
过紧张激烈的比拼，王随生领衔的
欧帕元老队夺得了本届纪念赛的冠
军。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在主场1∶0
力克北京国安后，建业本赛季的中
超征程业已过半，目前球队积25分
位居联赛第六，离第三名河北华夏
也只有5分的差距。不过大好形势
下，主帅贾秀全也告诫所有队员，接
下来的比赛不能有丝毫的懈怠。7
月10日，他们就要在客场挑战强敌
上海上港。

作为上赛季的联赛亚军，上海
上港今年投入巨资打算向冠军再次
发起冲击，但联赛第一轮，他们就
在航海体育场遭到建业当头一
棒。这场失利之后，上港在整个上
半赛季表现也是起起伏伏，如今只

是以 27分暂列联赛第四。理想与
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上港在夏季转
会市场上再次出手，花费5580万欧
元引进了巴西著名球星“绿巨人”
胡尔克。据悉，这位目前中超身价
最高的球星将会在与建业的比赛
里登场亮相。

“绿巨人”的出现，对于客场作
战的建业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要知道单单胡尔克一人的转会费，
就能买下 10 条建业的整个后防
线。因此，即便上港的核心孔卡因
伤无法参赛，但凭借胡尔克与埃尔
克森两个人，上港就足以搅得建业
后防天翻地覆。⑥9

亚美青少年高尔夫对抗赛下周开打

河南球手榜上有名

全运会飞碟射击比赛申办激烈

河南洛阳期待胜出

战罢国安再遇上港

建业中超连遇强敌

“曾雪麟杯”足球纪念赛落幕

□本报记者 李悦

7月7日，在主帅詹海根

的率领下，河南女排将踏上征

战 2016 年全国冠军赛的旅

程，而就在出征之前，球队也

敲定了足以载入河南排球史

册的三件大事：朱婷登陆欧

洲，球队引进美国外援，携手

天津奥瑞克成立千万级女排

俱乐部，从这一刻起，河南女

排正式奏响了蜕变的三重奏。

朱婷是中国
女排的绝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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