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廣州恒大奪得亞冠盃冠軍後，隊中主力
的妻子及女友被封為 「最土豪太太團」 ；有報道提

及，隊長鄭智老婆邵娜擁有8部寶馬；不過， 「鄭隊長」 昨
日發聲明怒斥這屬失實報道。究竟為何 「鄭隊長」 如此大怒？

先看看鄭智的聲明： 「我是職業足球員，靠自己的雙腳賺錢養家，
無論消費層次高低，既不觸犯法律，也不會影響他人。但有些媒體惡意扭

曲事實的報道，已經影響到我的正常生活，也會對我們成長中孩子造成誤
導，也請其他媒體不要繼續轉載這些不符合事實的報道。對於這些不實報

道，在必要時我們會利用法律手段，來維護
我們的聲譽。」

鄭智聲明中提到 「不符合事實的報道」 是甚
什？原來， 「鄭智老婆邵娜有8部寶馬」 這一
消息是 「舊聞翻炒」 。據資料翻查，早在2010
年，有內地媒體就傳言鄭智涉及賭球；文中更
「含沙射影」 般 「引述鄭智身邊人士透露」 指

出， 「鄭智老婆邵娜視寶馬就像玩具，因為
她前後擁有不下8輛寶馬，她的財富是來源
於家族或者其他，卻是一個謎。」

今次媒體 「舊聞翻炒」 ，是否又想
「含沙射影 」 指其再 「涉及賭

球」 ，難怪 「鄭隊長」 如此大
怒！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據《瀋陽日報》報道，在中國泳
壇好手孫楊因無照駕駛被行政拘留
後，浙江體院對其作出了三停的處
罰，隨後國家隊也宣佈了對孫楊的
處罰，並暫停其訓練比賽和一切商
業活動。不過作為一個運動員，如
果被長時期禁止訓練，必然會影響
到競技狀態。因此，為了孫楊今後
的運動生涯着想，國家游泳隊與浙
江體院達成共識，那便是，在孫楊
停訓期間，儘管不能下水訓練，但
還是要讓其進行一些陸上訓練，以
保持體能。

日前，國家體育總局游管中心副
主任尚修堂就公開表示，浙江體院
會安排孫楊近期的生活，他希望孫
楊不要放羊， 「他現在停訓了，但
是沒說不讓他鍛煉，不游泳也可以
跑步，這樣以後如果回來，體能也
不會下降太多。」 而對於年輕的孫
楊犯下的錯誤，尚修堂也坦言，對
孫楊這樣的運動員，要本着治病救
人的態度，幫助和教育，等他反省
之後，國家隊的大門依然會向他敞
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孫楊停訓不停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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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國際管理集團(IMG)，碧咸今年與中超聯賽結緣，正式
擔任中國青少年足球發展大使和中超聯賽推廣大使。這

次來華，將是碧咸今年第3次中國行，這也與英格蘭人與中超
公司簽訂的合同中 「三次來華」 的細節不謀而合。
參加完上海的商業活動後，碧咸將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超年

度頒獎活動。據了解，中超公司已經初步確定了年終頒獎的相
關流程，目前頒獎典禮將於24日開始，中超公司也正在與碧
咸團隊接洽，以確定最終的頒獎細節。而按照之前的方案，碧
咸可能為最佳球員頒獎。
然而，碧咸是中超公司的國際推廣大使，其代言費一度被外

界盛傳為5,000萬元人民幣；在與中超公司合作一年後，碧咸
方面還將與中超公司進行磋商，以確定是否續約或改簽新的合
同。
另外，碧咸全家將入住倫敦新居；據英媒指，這間5千萬鎊

的豪宅的特點是，將有隔音避難室；當然不可以缺少 「Spa」
房、泳池、電影院等富豪設備。

教國足？納比答得 「含糊」
除了傳碧咸將再來華外，國足於明日在西安出戰亞洲盃外圍

賽C組第4輪對印尼一戰，亦是中國足壇最
受關切的大事之一。
有傳為了給國足將士加油助威，中國足協

已向中超各俱樂部投資人及主教練發出邀請
前往西安觀看比賽，恒大老闆許家印與主教
練納比已經確認，將觀看國足對印尼一戰。
但此舉就引發出納比是否有意執教國足的
傳言四起；有報道指中國足協希望納比能
教國足，但亦有報道指中國足協稱，
「如果亞洲盃都不出線，請納比來有
何用？」
至於對執教國足一事，當事人

納比早前在接受外媒採訪時亦
答得 「含糊」 ；他只是說：
「我現在的重點是帶恒大隊
全力以赴後面的比賽，至於
國足，等打完與印尼隊的
比 賽 再 說 。 」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論盡足壇

新華社北京13日電
浙江女籃俱樂部總經

理助理陸毅13日接受
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表
示，俱樂部對罷訓的惡
劣行為絕不姑息。

浙江女籃 12 日上午
對卞蘭、王靜、陳曉
麗、姬曉、于潔、花琳
等6名罷訓隊員進行了
無限期停薪、停賽的處
罰。俱樂部方面表示，
隊員們罷訓的原因主要是對主教練在生活和訓練中
管理太嚴感到不滿，而卞蘭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則表
示， 「我們願意就罷訓道歉，希望得到一個和俱樂
部公正溝通的機會 。」

陸毅指出，在因罷訓被處罰的6名球員中，王靜和
花琳因為有傷在身正跟隨專門的教練進行恢復性訓
練，她們的訴求不可能和跟隊訓練的隊員一樣。在
跟隊訓練的隊員中，卞蘭、陳曉麗是老隊員，她們
認為訓練量大也許情有可原。而于潔是年輕隊員，
她的訴求不可能和老隊員一樣。 「跟隊不跟隊，矛
頭都指向李昕，這擺明在搞一個小團體。不管隊員
的訴求是什麼樣，不應該以罷訓這樣的方式來要
挾。」 陸毅說。

浙江女籃主教練李昕對於球員罷訓則顯得有些震
驚，對於俱樂部的重罰也感到很惋惜。對於卞蘭等
隊員抱怨球隊訓練量過大，李昕用疑問進行了回
應， 「訓練量大嗎？周一到周六的上午，她們從來
不練，一周只練4個下午，而且每次只練三分之二的

量，可以說基本上處在養着練，這訓練量大嗎？」
李昕表示，自己不是沒有考慮過卞蘭、王靜和陳

曉莉作為老隊員的實際情況，除了沒有讓她們跟隊
伍一起進行常規訓練外，甚至連訓練時的項目都讓
她們自己安排，可以說一直游離在隊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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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北京13日電 因違反中國籃協有
關聯賽指定用鞋的規定，北京金隅隊後衛
李學林日前成為新賽季CBA首個被籃協處
罰的球員，被通報批評的同時俱樂部被罰
款2萬元。

此前，籃協曾在官網上公佈了一份特許
球員和特許貼標球員名單，除以上球員和
外籍球員外，其他球員（包含港、澳、台
球員）必須穿着聯賽指定用鞋李寧品牌的

球鞋參加比賽和訓練。據了解，如果李學
林堅持穿着Nike球鞋打CBA聯賽，Nike須
為其支付約50萬元左右的 「買腳費」 。

CBA首輪過後，只有効力北京隊的中華
台北球員李學林一人違規遭到處罰。而這
已經不是李學林第一次違規穿鞋。上賽
季，中國籃協在首輪過後曾對包括馬貝
利、王治郅在內的來自8個俱樂部的12名
球員作出處罰，其中就包括李學林。

李學林「球鞋違規」被罰

中新社北京13日電 曾於2012年成為中國首
個世界拳擊理事會(WBC)最佳拳手獎的職業拳手
熊朝忠，13日又獲殊榮，成為中國首個 「衛冕」
該獎項的拳手。

「我會好好珍惜，把榮譽化為前進的動力」 ，
熊朝忠在接受採訪時說。熊朝忠曾是一名礦工，
於2012年11月24日在WBC迷你輕量級世界拳王

金腰帶爭霸賽中一戰成名，成為中國首位世界職
業拳王。然而此後他遭遇贊助商問題，喪失自由
衛冕資格，幸而6月在強制衛冕賽上戰勝該級別
排名第一的菲律賓人奎洛，保住了金腰帶。

世界拳擊理事會方面表示，熊朝忠在不被看好
的情況下，經過12回合鏖戰取勝，表現出對拳擊
的執着追求和熱愛，應予以表彰。

熊朝忠「衛冕」最佳拳手
中國碩士搏擊手奪冠

日前 ，
2013 年
WKA 意
大利世界
自由搏擊
錦標賽在
意大利馬
薩 市 舉
行。中國
自由搏擊
運動員嚴
弟楠，終
奪得男子

成年組57KG級全接觸自由搏擊項目冠
軍。成為首位在世錦賽全接觸自由搏擊
項目中獲得冠軍金牌的中國運動員。本
屆WKA世錦賽後，嚴弟楠將結束他的職
業搏擊生涯。目前嚴弟楠正在西南財經
大學攻讀在職金融學碩士研究生，退役

後將全身心投入金融行業。

胡贇中羽賽入次圈
香港首席男單胡贇，昨日在上海舉行

的中國羽毛球公開賽(中羽賽)表現頑強，
與中國的陳躍坤苦戰3局後，終在落後一
局下成功逆轉，以 16：21、21：19 及
21：13反勝闖入次圈，將與頭號種子的
中國 「90後」 高歡碰頭。高歡是以直落
兩局21：9、21：16淘汰中華台北的周天
成晉級。

惠若琪月薪達廿萬
中國女排兼江蘇女排雙料隊長惠若琪

早前正式轉會到廣東恒大女排，繼續追
隨主教練郎平。

今次惠若琪加盟，令恒大實力更強，
而知情人透露， 「小惠」 加盟恒大女排
的月薪達到頂級標準，接近20萬元人民
幣。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啟剛

中華拾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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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迷」 碧咸又來了！據內地媒體表示，前英格蘭足球明星碧咸將於下周飛抵上海，除了

出席下周四舉行的商業活動外，這位38歲的中超聯賽形象大使將在中國呆上一周；其間，有

傳他還將往北京出席24日中超聯賽的年終頒獎盛典，並作為特邀嘉賓為最佳球員頒獎。

■中國泳壇好手孫楊。 新華社

■■嚴弟楠披國旗賀嚴弟楠披國旗賀
奪冠奪冠。。 中新社中新社

■■納比傳教國足納比傳教國足。。 美聯社美聯社

■■李學林李學林（（中中））在比賽在比賽
中帶球進攻中帶球進攻。。 新華社新華社

■■熊朝忠熊朝忠（（中中））慶慶
祝奪冠祝奪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浙江女籃球員卞蘭浙江女籃球員卞蘭
（（中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浙江女籃主教練浙江女籃主教練
李昕李昕。。 新華社新華社

■■鄭智鄭智（（左左））與老婆邵娜與老婆邵娜。。新華社新華社

■■碧咸貴為中超聯賽推碧咸貴為中超聯賽推
廣大使廣大使。。 路透社路透社

■■碧咸傳再來華碧咸傳再來華。。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