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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振华青奥会后
分管足球

蔡振华分管足球已经没有
什么疑问!青奥会结束后!他就
会正式担负起这项工作" 昨天在
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蔡振华说!

需要一个
!"

年#

!#

年的计划!来逐
渐改变中国足球落后的面貌" 这
意味着!蔡振华治理足球的思路
将是$不打短平快"

!"#$

男篮公布
世锦赛最终名单

北京时间
$

月
%&

日! 中国男
篮同塞尔维亚队进行了最后一场
队内热身赛! 最终中国男篮以
''(!!#

负于对手" 这场比赛之
后! 中国男篮

%"!"

年的所有热身
赛全部结束!在

!#

场热身赛中!中
国男篮获得了

)

胜
*

负的成绩!而
在海外拉练的

)

场比赛中!中国男
篮全部告负"

在结束了本次欧美拉练之
后!中国男篮也公布了世锦赛的
!%

人最终大名单" 此前传言有可
能因伤错过世锦赛的丁锦辉最
终入选了

!%

人大名单" 而董瀚麟
因为此前一直有伤没有和国家
队进行太长时间的合练而惨遭
裁员"另一位锋线李晓旭也意外
遭到了淘汰"两人将于近日返回
国内!而其余球员将直接奔赴土
耳其参加即将开始的世锦赛"名
单如下$易建联#苏伟#张兆旭#

丁锦辉#王治郅#周鹏#孙悦#王
仕鹏#金立鹏#刘炜#于澍龙#郭
艾伦" !娃娃"

体育 河南商报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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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兹与瑞典人艾琳
%""&

年
!"

月
在巴巴多斯举行盛大婚礼!目前有两
个孩子!分别是

,

岁的女儿萨姆和
!

岁
的儿子查理" 去年

!!

月
%$

日在佛罗里
达住处发生离奇车祸以来! 关于泰
格%伍兹对妻子不忠的消息被一再披
露!随后的这

*

个月里!伍兹与艾琳之
间的婚姻关系也处于破碎的边缘"

伍兹与艾琳通过律师发布的一
份声明公布了正式离婚的消息"& 我
们感到很悲伤!我们两个的婚姻结束
了!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彼此都能够
拥有最好的生活" '伍兹和艾琳在这
份声明中表示!& 虽然我们的婚姻维
持的时间不长!但我们是一双儿女的
父母!他们过去非常的幸福!将来也
一样会!对于我们来说!这一点是最
重要的" '

据报道! 伍兹与艾琳的离婚案由
佛罗里达潘汉德尔的海湾县巡回法院
办理! 距离他们在奥兰多的住处大概
,'#

英里" 伍兹和艾琳当时都在场!他
们与各自的律师一起出席了最终的听
证会!过程十分简短!不到

!"

分钟"

双方的离婚协议于
'

月
,

日和
'

月
&

日正式签署! 当时伍兹正在全美锦标
赛上苦苦挣扎!那场比赛是他

!!

年来首
次在美巡赛的

&

轮比赛中都没能打出
低于标准杆的成绩" 关于离婚协议的
具体条款并没有公布! 不过他们两人
将在离婚之后& 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关于伍兹支付给艾琳的离婚补
偿!此前有消息称高达

'-#

亿美元!但随
后又有报道称

!

亿美元的补偿金较为
真实"据称!伍兹和艾琳的离婚理由为
双方的婚姻已经受到& 无可挽回的破
坏'!艾琳还申请恢复使用结婚前的姓
名$艾琳%玛利亚%佩尼拉%诺德格林"

伍兹去年
!!

月爆发婚外性丑闻以
来 !先后有埃森哲 #

+./.

#佳得乐等
几家赞助商离他而去!损失数百万美
元!并一度离开赛场近

#

个月!为了挽
回艾琳对他的信任维持两人的婚姻!

伍兹还在休战期间用了两个月时间
到密西西比的一家诊所进行& 性瘾
症'治疗"

美巡赛联邦快递杯总决赛的第
一场比赛(((巴克莱精英赛将于本
周在新泽西举行! 伍兹已经确认参
赛" 这场比赛也将是伍兹正式恢复单
身后的第一场比赛!他在结婚前参加
的最后一场比赛是

%""&

年
!"

月份在
爱尔兰举行的

0123

美国运通锦标
赛!当时他获得了第

*

名"

,-.$

!""#/$%0 /0*+,!--.

/0c6

!""&/'0$(1 12345U6

!%%)/!0(1 26785U6

!%%)/$$0!&1 /0!9:.;

<=>?U�@AB, Cn$DEFG

~HI6 !!J"#K,/0?LMN,OA

B<ÜP\GÛ�QRST, eOz{

U@4��V6

!%%)/$!0$1 ~WX�YZ[

\]/;^_`1ôaUêÅAB,b

!"$$%c&J*-.ddd/0#~±e

f*+,gh$ij'!JJ;klmn6

/0;c�op»qrsfÝtu6

!%%)/$!0!1 /0?]MN,v

w+xz{;y�z�6 \{|}×~�

�j\;��6

!%%)/$!0$$1 /0�]v��

�5�¿Àop, e�±��V�6@

�6

!%$%/!0!%1 /0�z��¹,

����GÁ�;��6 !'R�;��

¹,�4�6��6

!%$%/*0+'1 /0N��]!&

J�;��Ú�onj�op, *\;

n~po<ddd�Ú ¡X�o¢£>

(JJ6

!"+"/(0!#1 /0*+,N��

]�c6 ,234

一山难容二虎 哪怕一公一母

六年之痒 一离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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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
$

月
%&

日! 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高尔夫球
星& 老虎'泰格%伍兹与艾琳%诺德格林离婚的消息正式
公布!双方维系了近

)

年的婚姻关系就此正式结束"

泰格%伍兹
123456 7889:

艾琳%诺德格林
;<2=6 >859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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