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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火箭的周琦，中国球迷最关心的
应该是达拉斯独行侠的丁彦雨航的表
现。在近日举行的NBA中国赛中，丁彦雨
航进行了他的NBA首秀，出场8分钟，2投
0中，得到1分，并且还有1次犯规和1个失
误，达拉斯独行侠队以 115：112险胜 76
人。在赛后独行侠主教练卡莱尔宣布小
丁将和小牛的发展联盟球队达拉斯传奇
队签约一年。据丁彦雨航团队透露，小丁
已经接受独行侠开出的合同。丁彦雨航
称：“NBA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梦想，
任何时候，包括经历了伤病或是其他各种

各样的问题，我追逐NBA的这颗心都没有
变化。但凡有一点机会，我都会全力以
赴，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目前丁彦雨
航膝伤并没有完全恢复，根本无法适应
NBA的节奏，去发展联盟锻炼可以说是最
好的选择，但唯一让丁彦雨航纠结的是发
展联盟的薪水非常低，大概为月薪7000美
金，而丁彦雨航作为国内优秀球员，他的
年薪都在几百万，但作为一名职业球员，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金钱上的损失又能算
什么呢？加油，小丁！

本报记者 薛卫斌

小丁接受合约

昨日，由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办，渭南
市供销合作社、渭南市体育局承办，渭南市体
育中心协办的2018陕西省供销社“供销杯”
系统运动会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

上午9点30分，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由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
任杨效宏宣布2018陕西省供销社“供销杯”
系统运动会开幕。省社党组成员、副主任，本
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张乃卫致开幕词。据
悉，本届运动会按照“省社主导、行业参与、市
社承办”的原则，努力办成一次追赶超越、共
筑发展、再创辉煌，上档次、上规模、有特色、
有影响的运动盛会。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未来的六天时
间里，来自全省供销系统的20支代表队540
多名运动员，将参加竞赛项目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中国象棋，趣味运动项目定点投篮、
原地跳绳、托球赛跑等比赛，参赛人数和规模
创历届之最。 本报记者刘梦锟

省供销合作总社“供销杯”
运动会在渭南开幕

云谲波诡，这是中乙联赛陕西大秦之
水与深圳雷曼次回合较量之前的舆论氛
围。日前，深圳雷曼的一则公告让本周六
即将上演的陕深之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
焦点。而面对种种突然袭来的传闻，“西北
狼”陕西大秦之水的态度是：任尔东南西北
风，我自岿然不动。

日前，中乙联赛淘汰赛正在如火如荼
的进行，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深圳雷曼
队却突然宣布，停发球队赢球、平局奖金，
同时还希望足协能够监督与陕西大秦之
水的比赛，引发了外界无限的遐想。

深圳雷曼在公告中写道：为了营造
“赢球不靠奖金”良性竞赛氛围，杜绝金元

足球，此前俱乐部已停发比赛相关的赢球
平球奖。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俱乐部担
心在淘汰赛比赛过程中或有可能出现假
球、赌球、默契球等现象。为此，经集团董
事会研究决定，针对淘汰赛的安排，对俱乐
部和教练组提出了严肃赛风赛纪的相关
要求，并责成俱乐部对球队下发《关于预防
淘汰赛出现不正常比赛现象相关举措的
通知》。与此同时，俱乐部已向深圳市足协
上报相关材料。

对于深圳雷曼的这种做法，外界众说
纷纭，有评论认为，此举给本队队员形成了
一定的压力，未必能够起到督促作用。另
有评论则认为，在首回合主场被2：2逼平

的情况下，深圳雷曼队其实已经失去了晋
级的主动，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了干扰对手
（陕西大秦之水队）。

淘汰赛首回合陕西大秦之水队在客
场两球领先的情况下，最终与深圳雷曼战
成了平局，令人唏嘘。不过，有两粒客场进
球在握，“西北狼”依然掌握着出线的主
动。这个时候，深圳雷曼队发出这样的公
告，无形中把陕西大秦之水卷入了一场不
大不小的风波。所幸的是，面对这股突然
袭来的逆流，陕西大秦之水队保持着清醒
的头脑。“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东西分心，回
击流言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好比赛。”球队的
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王战荣

国庆长假过后，在外界的一片非议
中，国足集训队训练营在北京正式开
营。55 人、长达 80 多天的集训，中国足
协这种所谓的创造性思维未来能够带给
中国足球怎样的效果难以预料，但当下
却造成了中国足球圈的恐慌、引发了舆
论的冷嘲热讽。

梳理足协此举引发的负面情绪，人
们的忧虑首先来自于对联赛的冲击，55
名球员被足协一纸通知征调，国足未必
能够获益，但俱乐部已然损失不小。俱
乐部斥重金签约球员并支付高额薪水，

为的是在联赛中为球迷打出高水平的精
彩比赛，以期实现最大的市场价值。而
作为行业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却在没有国
家队比赛任务的情况下，仅仅为了集训
就抽调队员们离开职业联赛，投资者的
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人们的忧虑还来自于竞技层
面，这种“圈养”模式是一种已经被历史证
明失败的模式，缺少了俱乐部真枪实刀比
赛的锤炼，还没听说过世界上哪位巨星是
从训练营里走来，并且在训练中保持状态
的。而所谓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恐怕

也不会通过这种模式激发出来，招入的是
职业球员，球队是国字号的，薪水却是俱乐
部发的，那么他们的归属感哪里来？团队
凝聚力如何培养？一旦教练与队员间产
生矛盾，训练的投入程度降低，状态下滑是
可以眼见的。

最后，人们的忧虑还来自于这种决策
的过程。有专家认为，其已严重损害了中
超联赛的制度、秩序和公平竞赛原则，对市
场环境、社会投资足球积极性，以及中国足
协自身的信誉都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
性影响，危害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

国足训练营的负面清单 ■杨锋

雷曼公告引热议

陕足不理传闻全力备战

周琦受伤小丁将签约
在昨日进行的NBA季前赛中，

休斯顿火箭在主场迎战上海大鲨鱼
队，本场比赛火箭以128：86大胜上
海大鲨鱼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球员
火箭队的周琦在与上海大鲨鱼队球
员斯科拉的拼抢中左膝受伤，随后被
工作人员用轮椅推出场外就医。

在火箭和上海大鲨鱼的比赛中，中国
球员周琦在第一节比赛还剩6分10秒左
右时代表火箭上场。出场3分钟左右时，
大鲨鱼球员斯科拉在倒地抢球的时候，身
体压在周琦的左腿部位，虽然周琦已经注
意降低重心，但斯科拉的体重直接压在周
琦的膝盖侧面，并将周琦本人带倒，同时
也造成了他左膝受伤。本场比赛周琦贡

献2个篮板和1次封盖。之前，火箭队为
迎接季前赛奔赴路易斯安那州进行集训，
当时周琦就以疗伤和恢复为主，较少参加
高强度训练。昨日的比赛是周琦本赛季
NBA首秀，难得的机会被突如其来的变化
打乱了，经过队医初步检查周琦是左膝关
节扭伤，估计这一伤周琦再次出现在NBA
赛场还需要更长时间。

周琦伤退

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杨效宏宣布运动会开幕

▶周琦被推出场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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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火箭的周琦，中国球迷最关心的
应该是达拉斯独行侠的丁彦雨航的表
现。在近日举行的NBA中国赛中，丁彦雨
航进行了他的NBA首秀，出场8分钟，2投
0中，得到1分，并且还有1次犯规和1个失
误，达拉斯独行侠队以 115：112险胜 76
人。在赛后独行侠主教练卡莱尔宣布小
丁将和小牛的发展联盟球队达拉斯传奇
队签约一年。据丁彦雨航团队透露，小丁
已经接受独行侠开出的合同。丁彦雨航
称：“NBA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梦想，
任何时候，包括经历了伤病或是其他各种

各样的问题，我追逐NBA的这颗心都没有
变化。但凡有一点机会，我都会全力以
赴，为自己心中的梦想努力。”目前丁彦雨
航膝伤并没有完全恢复，根本无法适应
NBA的节奏，去发展联盟锻炼可以说是最
好的选择，但唯一让丁彦雨航纠结的是发
展联盟的薪水非常低，大概为月薪7000美
金，而丁彦雨航作为国内优秀球员，他的
年薪都在几百万，但作为一名职业球员，
为了追求自己的梦，金钱上的损失又能算
什么呢？加油，小丁！

本报记者 薛卫斌

小丁接受合约

昨日，由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办，渭南
市供销合作社、渭南市体育局承办，渭南市体
育中心协办的2018陕西省供销社“供销杯”
系统运动会在渭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幕。

上午9点30分，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由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
任杨效宏宣布2018陕西省供销社“供销杯”
系统运动会开幕。省社党组成员、副主任，本
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张乃卫致开幕词。据
悉，本届运动会按照“省社主导、行业参与、市
社承办”的原则，努力办成一次追赶超越、共
筑发展、再创辉煌，上档次、上规模、有特色、
有影响的运动盛会。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未来的六天时
间里，来自全省供销系统的20支代表队540
多名运动员，将参加竞赛项目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中国象棋，趣味运动项目定点投篮、
原地跳绳、托球赛跑等比赛，参赛人数和规模
创历届之最。 本报记者刘梦锟

省供销合作总社“供销杯”
运动会在渭南开幕

云谲波诡，这是中乙联赛陕西大秦之
水与深圳雷曼次回合较量之前的舆论氛
围。日前，深圳雷曼的一则公告让本周六
即将上演的陕深之战成为了大家关注的
焦点。而面对种种突然袭来的传闻，“西北
狼”陕西大秦之水的态度是：任尔东南西北
风，我自岿然不动。

日前，中乙联赛淘汰赛正在如火如荼
的进行，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深圳雷曼
队却突然宣布，停发球队赢球、平局奖金，
同时还希望足协能够监督与陕西大秦之
水的比赛，引发了外界无限的遐想。

深圳雷曼在公告中写道：为了营造
“赢球不靠奖金”良性竞赛氛围，杜绝金元

足球，此前俱乐部已停发比赛相关的赢球
平球奖。在没有奖金的情况下，俱乐部担
心在淘汰赛比赛过程中或有可能出现假
球、赌球、默契球等现象。为此，经集团董
事会研究决定，针对淘汰赛的安排，对俱乐
部和教练组提出了严肃赛风赛纪的相关
要求，并责成俱乐部对球队下发《关于预防
淘汰赛出现不正常比赛现象相关举措的
通知》。与此同时，俱乐部已向深圳市足协
上报相关材料。

对于深圳雷曼的这种做法，外界众说
纷纭，有评论认为，此举给本队队员形成了
一定的压力，未必能够起到督促作用。另
有评论则认为，在首回合主场被2：2逼平

的情况下，深圳雷曼队其实已经失去了晋
级的主动，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了干扰对手
（陕西大秦之水队）。

淘汰赛首回合陕西大秦之水队在客
场两球领先的情况下，最终与深圳雷曼战
成了平局，令人唏嘘。不过，有两粒客场进
球在握，“西北狼”依然掌握着出线的主
动。这个时候，深圳雷曼队发出这样的公
告，无形中把陕西大秦之水卷入了一场不
大不小的风波。所幸的是，面对这股突然
袭来的逆流，陕西大秦之水队保持着清醒
的头脑。“我们不能因为这种东西分心，回
击流言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好比赛。”球队的
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王战荣

国庆长假过后，在外界的一片非议
中，国足集训队训练营在北京正式开
营。55 人、长达 80 多天的集训，中国足
协这种所谓的创造性思维未来能够带给
中国足球怎样的效果难以预料，但当下
却造成了中国足球圈的恐慌、引发了舆
论的冷嘲热讽。

梳理足协此举引发的负面情绪，人
们的忧虑首先来自于对联赛的冲击，55
名球员被足协一纸通知征调，国足未必
能够获益，但俱乐部已然损失不小。俱
乐部斥重金签约球员并支付高额薪水，

为的是在联赛中为球迷打出高水平的精
彩比赛，以期实现最大的市场价值。而
作为行业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却在没有国
家队比赛任务的情况下，仅仅为了集训
就抽调队员们离开职业联赛，投资者的
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人们的忧虑还来自于竞技层
面，这种“圈养”模式是一种已经被历史证
明失败的模式，缺少了俱乐部真枪实刀比
赛的锤炼，还没听说过世界上哪位巨星是
从训练营里走来，并且在训练中保持状态
的。而所谓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恐怕

也不会通过这种模式激发出来，招入的是
职业球员，球队是国字号的，薪水却是俱乐
部发的，那么他们的归属感哪里来？团队
凝聚力如何培养？一旦教练与队员间产
生矛盾，训练的投入程度降低，状态下滑是
可以眼见的。

最后，人们的忧虑还来自于这种决策
的过程。有专家认为，其已严重损害了中
超联赛的制度、秩序和公平竞赛原则，对市
场环境、社会投资足球积极性，以及中国足
协自身的信誉都将造成难以估量的破坏
性影响，危害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

国足训练营的负面清单 ■杨锋

雷曼公告引热议

陕足不理传闻全力备战

周琦受伤小丁将签约
在昨日进行的NBA季前赛中，

休斯顿火箭在主场迎战上海大鲨鱼
队，本场比赛火箭以128：86大胜上
海大鲨鱼队，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球员
火箭队的周琦在与上海大鲨鱼队球
员斯科拉的拼抢中左膝受伤，随后被
工作人员用轮椅推出场外就医。

在火箭和上海大鲨鱼的比赛中，中国
球员周琦在第一节比赛还剩6分10秒左
右时代表火箭上场。出场3分钟左右时，
大鲨鱼球员斯科拉在倒地抢球的时候，身
体压在周琦的左腿部位，虽然周琦已经注
意降低重心，但斯科拉的体重直接压在周
琦的膝盖侧面，并将周琦本人带倒，同时
也造成了他左膝受伤。本场比赛周琦贡

献2个篮板和1次封盖。之前，火箭队为
迎接季前赛奔赴路易斯安那州进行集训，
当时周琦就以疗伤和恢复为主，较少参加
高强度训练。昨日的比赛是周琦本赛季
NBA首秀，难得的机会被突如其来的变化
打乱了，经过队医初步检查周琦是左膝关
节扭伤，估计这一伤周琦再次出现在NBA
赛场还需要更长时间。

周琦伤退

省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杨效宏宣布运动会开幕

▶周琦被推出场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