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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斌昨日重新上岗
他和队员各自反省 带队成绩让篮协开恩

! ! ! !

昨天，重磅消息从
'$(

国青男篮队

内传出———“争议”主帅范斌昨天重新回

归国青队，并继续出任主帅一职。本月中

旬，有媒体爆出国青球员用“血书”控诉

范斌执教过程中体罚打骂队员一事，事

件发生后，范斌被暂停了主帅资格。此番

范斌回归国青队，得益于认错态度很好，

但最重要的还是他带队成绩获得了篮协

领导的一致认可。

范斌悔过 一定爱护球员

本月
!"

日清晨，
'$(

国青男篮结束

美国拉练返回北京。由于在拉练前发生

了联名上书要求易帅的“兵谏”事件，国

青男篮在重回北京后，被要求集体封口。

在结束美国拉练后，国青男篮休整

一下在昨天重新集结。在休整期间，这

批队员被要求写总结，分析这次拉练的

得与失。而如何重新接纳范斌，也是队

员们总结的内容之一。在兵变门事发之

后，中国篮协对事件的最终定性是：范

斌在训练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当，但队员

们的反应也显得很不成熟。言下之意便

是双方都存在问题，都需要从自身找原

因。事实上，在事件发生之后，范斌很快

就做出了回应，范斌表示，自己此前在

训练中打骂的做法的确是不对，他接受

外界的批评，以后在训练和比赛中会尊

重队员，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范斌也

承认自己在和球员的沟通和交流方面

做得不好，言语上不加选择，有时候脾

气上来还会上脚踹，这是自己在做运动

员时留下的烙印，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

些表达方式会给孩子们带来如此大的

伤害。

不过自那次接受媒体采访之后，范

斌一直没有再接受采访。而昨天记者拨

打范斌电话时，电话已经关机，无奈之

下，记者找到了范斌的密友，也是曾经在

济南部队时的队友了解情况，这位密友

告诉记者：“范斌这个人性子有些急，但

是他做事情非常认真，有时候一些过分

的言行也是恨铁不成钢。这次的事情对

他触动很大，他一直说自己一定要改改。

范斌还说，一定在严格训练的前提下，尽

可能爱护自己的队员。”

篮协出面 双方初步和解

中国篮协此前已经明确表示，一旦

国青队回来，就会找个合适的时机，让范

斌和队员们好好沟通一下，以消除不必

要的隔阂。经过初步沟通，范斌和队员们

已经进行了沟通，并都从自身做了检查。

这几天，早于国青男篮提前返京的

中国篮协相关负责人胡加时已经多次

和范斌进行了谈话，反复强调该事件的

严重性以及及时改正的必要性。而在美

国期间，胡加时也多次与队员们沟通，

希望双方能够重新合作。在球队休整的

这几天，范斌也多次与队员们见面沟

通，“范指导询问了我们在美国的训练

生活情况，看得出来他对球队还是非常

关心的。”一位队员告诉记者。而在此后

的沟通中，范斌向队员们表达了自己的

心情，并保证日后不会再发生体罚打骂

等行为。

“双方的沟通还是比较诚恳的，范斌

也解释了自己希望队员们能够进步得更

快一些，他也保证在之后的训练中，一定

会跟队员们多沟通，出现问题也会科学

地解决问题。而队员们的反应也还不错，

他们也渐渐理解了范斌的苦心。”一位国

青队内人士告诉记者。不过，队员们做出

“血书兵谏”一事，足以说明双方的矛盾

当时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阶段，此番虽

然双方的沟通不错，但队员们能否完全

放下对范斌的成见，现在看来还是一个

未知数。

幕后故事 成绩决定一切

就在范斌出事时，中国篮协也没

有一棍子把范斌打死，篮协领导只是

宣布范斌暂时离开国青队，视范斌的

悔改程度再决定是否留用范斌。从此

举也不难看出，中国篮协对范斌其实

是非常认可的。

范斌一直被认为是这支国青男篮主

教练的不二人选。按照中国篮协当初的

计划，这支国青男篮将在今年年底变化

成为
!"$)

年奥运会预备队，主帅就是范

斌。而且，如果这支队伍在接下来几年的

成绩出色、状态稳定，他们很可能就会成

为备战
!"$)

年奥运会的主要班底。而范

斌和中国篮协签订的是长期带队合同，

并一度深得赏识。

范斌退役后当教练的成绩非常出

色，担任八一女篮主教练率队夺得

!""*+!"",

赛季
-./0

总冠军；
!1"(

年

(

月，篮协组建
'$)

青年队，范斌出任主

教练，并且率队夺得
!""(

年亚青赛冠

军；
!"$"

年，范斌作为
'$*

国青队的主

帅，率领队伍在汉堡举行的
'$*

男篮世

青赛中取得第
*

名的成绩，创造中国男

篮各级别球队参加世界大赛以来的最好

成绩。
!"$"

年
$"

月，范斌又作为
'$,

国

青队主帅，率领国青队取得在也门举行

的
'$,

亚青赛的冠军。因为先后作为

'$*

以及
'$,

国青队的主帅皆取得不

错的成绩，范斌在去年
$$

月
'$,

国家

男篮组织集训时，被任命为
'$,

国青队

的主帅，率队备战今年的
'$(

世青赛。

“范斌是一位要求非常严格，工作非

常认真，也是极具前途的年轻教练，这次

出的这个事情也算是他执教生涯上的一

堂课，我们也希望范斌能够吸取教训，当

然，我们最看重的还是他的执教能力。”

一位篮协领导解释了留用范斌的原因。

宋辉

台湾三女星一月内接连出嫁
大 S创四“最”

! ! ! !

自三月底到现在，台湾女星大
2

、林

熙蕾和侯佩岑纷纷出嫁。从婚礼的规模、

花费、和亲友团等来看，大
2

都是最出风

头的，但引发的质疑声也最大，可谓创下

了四大“最”。

比婚礼耗资 大 S“最奢侈”

汪小菲此前说自己不是豪门，也不

想举办奢华的婚礼，但事实证明这场婚

礼不是普通人能办得起的。据媒体报道，

这场婚宴包下康莱德和希尔顿两家酒

店，一天
)3"

万元新台币，加上包机往返

费用，世纪婚礼至少耗资
&"""

万元新台

币，大
2

的结婚戒指就价值
&""

万元新

台币。据报道，婚礼流程是请日本的婚

庆公司设计的，仪式在酒店的户外草坪

举行，有足球场之大，草坪四周被装饰上

白色纱幔。据悉，为了做好保密措施，婚

宴上的服务员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而

婚礼使用的蜡烛则是从日本空运到海南

的。婚宴厨师来头也不小，据称是新加坡

评价最高的大厨之一。

而侯佩岑与金融才俊夫婿黄伯俊于

巴厘岛完婚。这场婚礼，侯佩岑至少花费

&,"

万元人民币，其中花了近
%%

万元买

的
4

套婚纱，和
567879

成色的结婚钻戒

约
4

克拉重、价值约
!!%

万元，加上婚礼

花费及为宾客准备的住宿费用
$$!

万

元。

而林熙蕾的婚礼相对低调很多，她

佩戴
&

克拉钻戒，身穿知名设计师师叶

明子设计的低胸典雅婚纱，婚礼也只请

了少量的亲友，仪式简单浪漫，整场婚礼

低调而温馨。

比婚礼来宾 大 S“最大牌”

大
2

和汪小菲的婚礼上邀请的大多

都是知名人物，政界、商界、娱乐体育界

人士，如蔡康永、日本足坛名将中田英

寿、著名主持人陈鲁豫和搜狐
.:;

张朝

阳等等。虽然一直在强调婚礼要低调。但

是这样的“亲友团”浩浩荡荡的包机前往

婚礼会场，想不低调都不行啊，甚至被网

友戏称“最高调”。

侯佩岑在巴厘岛和黄伯俊
%

月
$*

日的婚礼，与大
2

的高调不同，侯佩岑的

婚礼没有请一个圈内人，只请了几十位

亲朋好友，包括从小到大的的死党和大

学同学。她本人也强调“不要麻烦媒体，

真的不要花钱、不要辛苦，因为我真的没

有场面，也没有艺人参加，只是小型的家

庭聚会”。

相比之下，林熙蕾是最低调的一个。

婚礼现场，她只邀请了一个圈内好友舒

淇，一对新人在
&3

多位至亲好友的见证

下互许终身，整场婚礼显得简单温馨。

比对待媒体 大 S“最不厚道”

对待媒体朋友，大
2

似乎显得有些

“铁石心肠”，因为台湾媒体自费飞往海

南岛，却连酒店门口都进不去。后来搜狐

.:;

张朝阳在微博中曝光了婚礼的细

节，台湾的媒体有指其

“厚此薄彼”，还引发了

与张朝阳的口水仗，甚

至一度要闹上法庭，后

来在婆婆张兰的一句

“以和为贵”的劝解下，

才平息了此事。

相比之下，侯佩岑

和林熙蕾似乎吸取了大

2

婚礼的教训。对于媒体

的到来，一个是不藏私，

另一个则是主动提供照

片，让媒体都大感满意。

林熙蕾的婚礼虽然

保密，但见到未获邀请

却循线而去的台湾媒

体，并无拒人于千里之

外，婚讯见报后其他媒

体关心，她也不藏私，发

出幸福结婚照供各媒体

使用，张张美丽动人，没有模糊侧脸，更

没有狂风吹乱裙摆画面。

侯佩岑也强调婚礼要低调，连白纱

都没有拖摆，伴娘找圈外人，没请婚顾公

司，未婚夫一手张罗，她说：“穿件方便行

走的白纱，跟每位宾客都聊到，就是我梦

想的婚礼。”似乎是吸取了大
2

的教训，

为了让公众满意，侯佩岑婚礼结束后发

照片给媒体。

比口碑 大 S“最不讨好”

大
2

以高价办低调的婚礼，似乎并

没有赢得好的口碑。更多的网友还是认

为她是在炫耀金钱，其实本意是想高调。

有网友说，“大
2

想低调，却请了所有的

明星‘好友’，当所有宾客都拿出手机拍

照她也不拒绝，看那架势巴不得来个全

球现场直播，完了怕不好向台湾媒体交

代还唱了一出追究好戏，太虚伪了。”

林熙蕾的婚礼简单又温馨，获得了

众多网友的祝福。有网友表示，“羡慕他

们的婚礼能沐浴在阳光沙滩海

水的温馨美景中，相信一定会

令大
2

与汪小菲这对‘风沙鸳

鸯’羡慕不已”。更有网友称赞，

“简直比经过设计摆拍的广告

片还要漂亮”，“林熙蕾的婚纱

照真是当得上‘纯美’二字，她

随意的盘发，轻描淡写的妆容，

简单低调的婚纱，被真挚的情

感流露烘托得自然而优雅。”比

起大
2

的婚礼，有网友说，“跟

大
2

的婚礼相比，林熙蕾的婚

礼既大方又浪漫，赞！”

这次侯佩岑的婚礼真的

很低调，网友认为这是侯佩岑

的个性，同样也期待能够让大

家分享她的甜蜜照。也有网友

称，吸取了大
2

的教训，大家

都开始玩真的低调了。陈思清

纳达尔连续 31场“红土不败”
! ! ! !

新华社马德里
!

月
"#

日电“红土

之王”纳达尔在
!$

日的巴塞罗那网球公

开赛上以
)

：
&

、
)

：
$

轻松击败哥伦比亚选

手吉拉尔多，进入
,

强的同时，也将自己

的“红土不败”纪录延续到了
&$

场。

纳达尔在红土赛场上的前一场失

利还要追溯到
!33(

年。在那一年的法

网八分之一决赛上，纳达尔不敌索德

林，无缘
,

强，法网“五冠王”梦想也随

之破灭。但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在红

土赛场上输过球。

目前，纳达尔本赛季的战绩为
!)

胜
%

负，领先所有其他男选手，排名世

界第一，他在巴塞罗那公开赛上的战

绩也提升到了
!*

胜
$

负。

本土作战，纳达尔显得游刃有余，

在不到
(3

分钟的时间内就将对手击

败。虽然在第一盘中遇到了一点麻烦，

但纳达尔还是迅速调整好了状态，第

二盘一上来就以
&

：
3

领先，并以
)

：
$

终结了比赛。

纳达尔赛后说：“我今天只是犯错

比较少而已，与吉拉尔多的比赛从不

会轻松，他的反手非常有威胁，在底线

相持方面做得也很好。他在状态好的

时候很难被击败。”

纳达尔下一轮的对手是法国选手

蒙菲斯。对这个对手，“纳豆”评价说：

“蒙菲斯是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他无

论进攻还是防守都十分出色。”

在此前与蒙菲斯的
,

次交锋中，

纳达尔赢了
*

次，占据绝对优势。

梅西入选全球最有影响力百人榜

足坛唯一代表

! ! ! !

昨天，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全

球最有影响力
$33

人”公布名单，效力

于巴塞罗那的阿根廷球星梅西有幸入

选。在足球业内，梅西成为唯一登榜

者。

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全球最有

影响力百人榜揭晓，效力西班牙巴塞

罗那的阿根廷人梅西成了足球业内，

唯一有幸登榜的人。值得一提的是，由

《泰晤士报》评选出的全球最有影响力

百人涉及政界、体坛、艺术文艺等各界

人士，其中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一度失踪被释放的
<77=8>

中东市场

经理
-?>8 <@7ABC

、以及
#*

岁的加拿

大少年歌手贾斯汀·比伯等等。

曾与梅西在巴萨共事三年、目前

效力于美国纽约红牛俱乐部的亨利在

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对梅西做出如下

评价：“他总是像个小孩子一样，似乎

永远做不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事，但你

要给他足球，一切可就都不一样了。他

是这个圈子里的天才，别说比赛了，就

是在训练时也不会轻易输给谁。梅西

踢球总会让我想起马拉多纳。”

梅西本人也接受了《新闻周》记者

采访。席间，竞技业内、私人生活领域诸

多问题，“小跳蚤”一一作答。尽管表示

“对一切都无所畏惧”，阿根廷人仍坦言

“最不想看到家人和我周围的人有什么

意外发生，比如爷爷的去世至今仍让我

感到痛楚万分”。梅西还在本次接受采

访时提到不久前队友伊涅斯塔晋升父

亲这件事：“他女儿叫
D?8>9B?

，很可爱，

其实我也挺想当爸爸的，不过当然这件

事对我来说这还为时过早。”

比肩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人跻身全

球最有影响力百人榜的梅西又是否憧

憬着在
!3##

年底金球奖卫冕成功呢？

于此，阿根廷人回答得言简意赅：“相

对于个人奖项，我更希望得到的是集

体荣誉，我是说属于巴塞罗那和阿根

廷国家队的荣誉。”

中国香港足球代表

队前队长蒋世豪
!

月
""

日

早在香港天水围坠楼身亡!

蒋世豪生于
#$%&

年

'

月" 曾效力于南华和

愉园等球队" 并曾入选

中国香港男子足球队并

担任队长"绰号#豪猪$%

他去世前在乙组球队永

义队效力!图为
"((&

年

"

月
$

日 "蒋世豪 &右 '

与巴西队球员罗纳尔迪

尼奥在热身赛中拼抢的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