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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2011年年底，中国“足
坛大审判”在辽宁铁岭、丹
东两地分别进行，部分在

“反赌风暴”中落网的犯罪
嫌疑人出庭受审，但法院方
面并没有当庭宣布判决结
果。近日，有消息称，1月10
日左右，针对那些犯罪嫌疑
人的一审判决结果将正式
公布，但经过记者多方核
实，这一消息的可信程度并
不算高。

如今辽宁铁岭、丹东中
级人民法院方面严防死守，
杜绝走漏有效信息，对于记
者打来的问询电话，要么不
接，要么打着官腔进行搪
塞。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记
者都将获取信息的突破口
瞄准一些涉案犯罪嫌疑人
聘请的辩护律师。此次“1
月10日左右宣布一审判决
结果”这一信息的来源，便
是一位前足协官员的辩护
律师。据这位辩护律师称，
法院方面一般会在审判前
三天通知辩护律师，但事实
上据记者了解，直到1月8日
晚上，这位辩护律师并未接
到法院方面的电话，这就意
味着此前“1月10日出台审
判结果”的判断极可能会落
空。

杨一民、张建强两人将
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
刑，申思、祁宏有望近期在
沈阳出庭受审，谢亚龙、南
勇可能在春节前接受审
判……近来传言很多，让人
难辨真假。最新的一条传言
是辽宁有关法院将于10天
之后，也就是临近春节之
时，宣布针对杨一民等人的
一审判决结果，届时大家都
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之
中，自然就不会再过多地关
心此事。当然如果有关方面
要刻意淡化此次判决的影
响，那么这条传言也算情有
可原，没准儿最后真能成为
现实。

申花还没玩够
上海申花最近一次在

国内顶级联赛上夺冠是在
2003年，也就是所谓的“末
代 甲 A ”那 一 年 ，可 惜 的
是，此前“反赌风暴”披露
的案情已经证实，那一次
申 花 的 冠 军 拿 得 并 不 干
净；再往前数，那应该就是
1995 赛季的甲A 联赛了，
徐根宝率领范志毅等球员
依靠“抢逼围”战术夺取冠
军，而那种方式显得“很不
上海”……上海申花所取
得的成绩，显然与上海这
座城市在中国的地位是不
相匹配的，于是现在他们
想玩点真格的了。

此前，上海申花已经成
功地拿下法国前锋阿内尔
卡，尽管阿内尔卡性格乖
张，年龄偏大，但其水准仍
数世界一流，申花此举震惊
世界足坛。阿内尔卡在效力
英超豪门切尔西时期，与队
中的科特迪瓦籍前锋德罗
巴私交不错，上海申花得陇
望蜀，想把这哥俩儿一锅
端，这在中国足坛可绝对称
得上是“大手笔”——— 如果
德罗巴、阿尔内卡同时身披
申花战袍征战中超，其他球
队怎么防他俩？这可真是个
问题。

朱骏一石三鸟
此前几年，申花老板朱

骏“光说不练”，被广泛认为

就是一个“嘴子”，所以前段
时间朱骏喊出要收购阿内
尔卡之时，据说有一位性格
刚烈、不愿意再被忽悠的上
海球迷直接表态，“如果他
(朱骏)真愿意掏钱买阿内
尔卡，我就切腹”。如今的事
实是，阿内尔卡确实已经是
申花的人，由此看来，朱骏
油滑归油滑，其办事能力还
是有的，而且手法相当高
明。在运作德罗巴加盟之
时，朱骏又已经彻底“耍”开
了，1 月 7 日，他在微博上
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
不是大拍卖，也不是比嫁妆
抢娘子！德罗巴确实是世界
足坛的香饽饽了，但是这一
次，恒大先冲锋吧，现在起
申花先离开谈判桌了，不给
好事者挑动中国人互相飙
价的机会，十天！十天后！如
果中超友军谈不下来，那
时，我们决定正式‘抢人’！”

如果说此前恒大、阿尔
滨、申花三家中超俱乐部围
抢德罗巴，德罗巴的身价因
此暴涨还只是传言的话，朱
骏的此番表态便正式把广
州恒大拉下水了——— 如果
朱骏拿不下德罗巴，那是因
为恒大“瞎搅和”；如果恒大
拿不下德罗巴，那是因为没
钱；如果朱骏最终还是拿下
了德罗巴，那就不仅申花威
武，还会让恒大显得既没钱
又无能——— 这算盘打得可
够响的。

恒大被迫辟谣

有关申花、恒大争抢德
罗巴的这出戏，被国内媒体
称为“二人转”，只是“主动
方”申花转得兴致盎然，“被
动方”恒大则转得不情不
愿——— 敢情恒大压根就没
打过德罗巴的主意，压根就
是硬生生被朱骏拖下水的，
马上过春节了，强大如恒
大，也伤不起啊，无奈之下，
恒大只能玩一把原来只属
于国企俱乐部专利的做派，
高调“辟谣”。

广州恒大足球俱乐部
的官方严正声明，具体内
容如下：恒大俱乐部从未
与球星德罗巴进行任何接
触，也从未授权任何人开
展此项工作；恒大俱乐部
自成立以来，优秀外援的
筛选和引进工作一直遵循
着集团许家印主席确定的
引援方针及原则开展，俱
乐部对于外援实力、潜力、
年龄等方面将继续严格贯
彻既定的标准和要求；俱
乐部再次重申，凡涉及广
州 恒 大 足 球 俱 乐 部 的 消
息，均以俱乐部官方宣布
为准；对于其他恶意炒作，
损害恒大俱乐部品牌形象
的行为，恒大保留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恒大怒火中烧，申花暗
自偷笑，2012年的中国足球
就以这样的方式拉开了大
幕。强势资本介入、大牌球
星加盟、格局强弱难分、游
戏心态渐生……今后的中
国足坛注定不会寂寞，还会
有一台台大戏陆续上演。

“反赌”何时判

至今没论断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朱骏发话
炒煳恒大
抢购德罗巴，申花大唱“空城计”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新帅一到位 练着不觉累
泰山球员力争“第一印象”
本报记者 胡建明

8日上午，鲁能还是像往
常那样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
体能强化训练，到了下午，滕
卡特直接把队伍又拉到训练
场，做完准备活动之后，滕卡
特按照队员们习惯打的位置，
将队员们分成了红、黄、白三
队，每队10人，轮流上场进行
分队比赛，每12分钟为一节。

比赛开始之前，滕卡特
特意把队员们叫在一起，将
比赛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简单
交代了一下，他强调最多的
是“不准背后铲球”：“可以正
面铲球，也可以侧面铲球，但
就是不能背后铲球，如果谁
背后铲球，就请离开赛场。”
为了避免出现实力悬殊的现
象发生，滕卡特把新老队员
重新进行了组合分队，每一

队中既有老队员，又有年轻
队员。

首节比赛由矫喆、王永珀
领衔的红队挑战韩鹏、刘金东
领衔的黄队。助理教练张海涛
的开赛哨响过之后，两队很快
就进入了状态，还没等场边的
观众回过神来，高迪就利用一
脚漂亮的弧线球为红队先下
一城。每一名队员都拼得非常
投入，刚刚被征调到一队的93

年龄段球员毫不怯场，个个都
不含糊。比赛中，吴兴涵一次
漂亮的零度角射门就引起了
滕卡特的注意。那脚射门完成
后，滕卡特第一时间把助理教
练马宝刚叫到身边了解情况。
罗森文也成了滕卡特关注的
对象。当然老队员有好的表
现，他也会露出赞许的笑容。

比赛结束后，汪强一
瘸一拐地走到了休息区，
一看到陈灏，他就向这位
小老弟表示了赞许：“小九
哥，拼得真不错。”因为陈灏
被很多人誉为“小韩鹏”，而
韩鹏又身披9号球衣，所以
陈灏才有了“小九哥”的称
号。表扬完陈灏，汪强又与
李松益交流起比赛经验来。
年轻队员的成长让老队员
也感受到了压力：“新教练
来了，谁能不拼呢？拼了都
不一定有位置，不拼就更
没有希望了。”

这话说得不假，随着
滕卡特对队伍了解得越
来越全面，他必然会按照
自己的思路对队伍进行
调 整 。在 他 上 任 的 第 一

天，他就强调说，他选择
队员的第一标准就是看
这名队员在场上是否全
力以赴去拼搏，有了这个
先决条件，他才会根据自
己的战术意图和球员的
技术特点进行组队。从滕
卡特这两天的言行看，在
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可能
会 重 点 考 查鲁 能 泰 山 队
中前场球员，并进行有针
对性的调整。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鲁能才会急招李金羽归
队履行担任球队副领队
的职责。8日晚上，李金羽
已经抵达海口与球队会
合，他的到来或许也能给
鲁能的中前场训练带来
一定的帮助。

这边30名球员在场上拼
得刺刀见红，场地另外一边几
名正在进行恢复训练的伤兵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尽早伤愈
复出参与球队竞争，是这些伤
兵们共同的愿望。

7日晚上，前不久才刚刚参
加恢复训练的张弛抵达了海
口与全队会合，一起加入到了
崔鹏、邓卓翔的“伤兵恢复营”，
8日，吕征又因为脚后跟磨破
了，也进入到了这个小团队。这
四大伤员在理疗师桑德罗的
带领下进行着恢复性训练，看
着队友们在场上拼得火热，有

“拼命三郎”之称的崔鹏心里又
痒痒了：“其实我也能动球了，
但桑德罗硬要把我留在这边。”

有桑德罗督阵，伤兵们的
训练量一点也不比其他队员

少，日复一日的力量训练以及
柔韧性训练就让伤兵们对着
记者们叫苦不迭。“我们练得
一点不比他们少，不信你们练
练试试，跟着练一天，你们第
二天都爬不起来。”崔鹏的话
得到了邓卓翔等人的认可。

据鲁能俱乐部官员透露，
如果邓卓翔能尽早恢复好，主
帅滕卡特还想再考查考查他
才决定是否放他转会。7日的
训练结束后，滕卡特就向俱乐
部索要邓卓翔的比赛录像。在
一心想要改善鲁能进攻体系
的关键时刻，滕卡特并不想轻
易放走邓卓翔这样的技术型
球员。一旦邓卓翔的能力得到
滕卡特的认可，滕卡特或许会
对邓卓翔进行挽留。

(海口1月8日电)

人人都想露一手 大羽也归队了 邓卓翔或被滕帅挽留

滕卡特到任之后，加速了了解、考查队员的进
程。1月8日下午，滕卡特专门组织鲁能泰山队在嘉
德足球训练基地进行了真刀真枪的分队比赛，为
了给新帅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不管是上赛
季留下的老队员，还是本赛季刚刚进队的年轻队
员，个个都在比赛中亮出了真本事。

“枪打出头鸟”，谁在中国足坛混得好，谁就会被很多竞争对手时刻惦记着，
前几年的鲁能泰山如此，如今的广州恒大也是这样——— 上海申花老板朱骏在成
功拿下阿内尔卡之后，又将目光转向了另一名世界级前锋德罗巴，他可能觉得
一个人“玩游戏”太寂寞，于是就把广州恒大拉了进来，全然不顾恒大方面的感
情和意愿……结果？结果是恒大急眼了，发表官方声明辟谣，绰号“魔兽”的科特
迪瓦籍前锋德罗巴，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险些引起广州恒大与上海申花
这两家中超豪门之间的一场“血案”、一次“火并”。

朱骏算盘打得叮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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