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运会上意外受伤! 易建联
在!"#恐怕混不下去了! 不过他
也不用为未来发愁! 欧洲球队纷
纷向他抛来橄榄枝"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现在距
离!"#新赛季季前训练营开营只
有$周时间了! 上赛季结束后就成
为自由球员的易建联!直到现在也
没收到一份来自!"#球队的正式
报价合同" 而且!在奥运会上!易建
联膝盖内侧副韧带受伤!他的!"#

前景不妙"

不过! 易建联在奥运会上的
表现还是打动了不少欧洲球队"

在奥运会上! 易建联场均拿
到%&'(分#%)'*个篮板! 在首战对
阵最终的银牌得主西班牙队时!

他曾砍下+)分#%*个篮板"虽然中
国男篮,战全败未能小组出现!但

易建联场均砍下%&-(分和%.-*个
篮板!加冕本届奥运会篮板王"

北京时间%$日凌晨! 美篮球
专家温德尔$马克西向美国媒体
透露!如今!西班牙球队皇家马德
里已经为易建联准备了一份正式
合同! 希腊豪门帕纳辛纳科斯也
成为易建联的追逐者之一"

在美国媒体看来! 抛开伤病
的因素不谈!凭易建联的实力!在
!"#的发展空间也并不大" 接下
来! 他到底是要选择继续等待
!"#球队的召唤! 还是投身马德
里!近日他必须做出决定"

其实!皇马篮球队就像皇马足
球队一样!也是欧洲豪门" 如果易
建联选择接受皇马的合同!他就将
与鲁迪$费尔南德斯成为队友!后
者也曾在!"#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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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范佩西和阿森纳的合同只剩下一年!

而且明确表态不会选择与枪手续约! 因此这位
英超顶级射手一直是这个夏天转会市场上最热
门的球员" 不过原本很感兴趣的曼城以及意甲
尤文图斯都没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 所以对这
位荷兰前锋最有诚意的就剩下曼联一家"

老爵爷弗格森最早给阿森纳的报价是
%,..万英镑! 这显然大大低于枪手高层预期
的*,..万英镑!所以谈判一度中止"

%,日!据两家俱乐部内部的官员透露!这
笔交易有望在本周! 也就是英超新赛季开战
之际正式宣布完成" 据悉曼联方面最后对范
佩西开出的一份报价! 已经十分接近于阿森

纳官方要求的最低转会额! 而最终的成交价
格将在*&..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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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北京时间%$日凌晨!阿森纳俱乐部
在官方网站的声明中称!%范佩西转会协议达
成&&阿森纳俱乐部可以确认! 已经和曼联
就范佩西的转会达成了协议&&范佩西将在
周四前往曼彻斯特!商谈个人合同!并进行体
检!以完成这次的转会" '

随后! 曼联也在官方网站宣布了这个好
消息! 红魔的官网声明说(%曼联很高兴地宣
布!已经和阿森纳就范佩西转会达成协议!交
易在个人合同谈妥和体检之后将正式完成!

届时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

据英国媒体披露!其
实按照各家出的转会费数
额来说!最有希望的应该是
曼城! 曼联的出价甚至还没
有尤文图斯高!但范佩西本人
的意愿最终决定了这笔交易的
走向!他最想去的俱乐部一直是
曼联! 而随着弗格森亲自介入谈
判!温格和阿森纳终于立场松动"

算上%,日刚刚通过体检的智利
小将亨里克兹!曼联夏季引援的花费已
经达到了&/..万元英镑! 一下子成为了
英超中赛季前投入仅次于切尔西的俱乐
部" 看来弗格森最终还是说服了吝啬的美国
老板追加了转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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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的辛辛那提网球赛女单
第二轮比赛中!赛会0号种子李娜以
$(+#&($#$(+战胜罗马尼亚小将科斯
蒂亚!晋级%$强"

刚以亚军身份结束了罗杰斯杯
的征程!李娜又马不停蹄地来到辛辛
那提!而中国%一姐'的第一个对手正
是在今年温网次轮淘汰自己的科斯
蒂亚"

%这是我们今年第三次交手!很高
兴今天我赢了" '李娜说!%她!!"#

$"今天的回球落点很深!让我想起了
之前与科维托娃决赛时的场景" '

李娜%+日在蒙特利尔进行的罗
杰斯杯女单决赛中以,(/#$(*#+($不
敌捷克高手科维托娃!错失个人本赛
季首个12#顶级赛冠军"

本次辛辛那提赛将是李娜和新
教练罗德里格斯的首次合作!她兴奋
地表示%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新教练
共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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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韩国3联赛球员张铉奎于%$

日上午突然死于家中! 再次令韩国
足坛震惊" 韩国警方初步推断!死因
很可能为心脏麻痹引发猝死" 据悉!

张铉奎的姐姐进入房间叫其起床
时!发现张铉奎已经没有呼吸" 现年
+%岁的张铉奎原隶属于浦项制铁俱
乐部!*)%)年在光州尚武服役期间!

因涉嫌操纵比赛而被调查! 最终被
韩足联永久除名!并处以+年保护观
察!社会服务+))小时的惩罚"

与张铉奎关系亲近的好友认
为!张铉奎没有自杀的征兆" 被韩足
协开除后! 张铉奎一直在努力适应
社会" 他回到故乡蔚山后!年初已经
在地方的一家汽车配件会社入职!

开始了新的人生" 好友还透露!张铉
奎一直没有放弃足球! 他在工作之
余还担当会社球队的负责人" 而且
之前也没听说有心脏病史"

据了解!张铉奎生前曾说过!应
该为自己的过失付出代价! 希望尽
快把这页翻过去" 另一个朋友说!张
铉奎为了谢罪! 对于韩国检方和足
协开出的惩戒主动接受! 并没有选
择上诉" 其本人对新生活表现的很
积极!性格也比较开朗"

!&*"

U6V

WXYZ[\

%,日!在今年+月的足总杯比赛
中因心脏问题突然昏迷的博尔顿球
员姆安巴宣布正式退役"

姆安巴在今年+月%(日与热刺
的比赛中突然昏迷! 当时被直接送
往医院! 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中一度
面临生命危险" 幸运的是!最终姆安
巴战胜病魔!已能正常生活" 不过!

由专家组建的医疗团队认定! 姆安
巴已不再适合继续从事职业足球"

为此! 姆安巴%,日在博尔顿官网发
表声明!宣布正式退役"

姆安巴说(%感谢上帝还让我活
着!也要感谢帮助我的医疗团队!是
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治疗才能救活
我" 也要感谢在我职业生涯中所有
帮助过我的人! 以及所有博尔顿的
球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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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阿之战的最后时刻!

一名德国球迷冲入场内向梅
西致敬!颇感意外的梅西反应
过来后! 马上与这位球迷握
手!展现了这位世界第一球星
的亲和力"

当比赛进行到第0)分钟
时! 一名男球迷手持德国队
旗!突然冲进了球场!径直跑
到了中圈的梅西面前!把手伸
向了梅西" 梅西虽然有点诧
异! 但还是迅速回过神儿!微
笑着满足了这名球迷的要求!

现场观众们对此情景报以了
热烈掌声!随后这名球迷被保
安带离了球场" 赛后梅西表
示(%这里的人似乎都认识我!

走到哪儿都有人向我致意!索
要合影或签名!我挺享受这种
奇妙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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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日晨!多场国际足球
对抗赛在欧洲上演!其中不乏强强相
遇!巅峰对决" 在两场焦点赛事中!急
于为世界杯与欧洲杯复仇的球队都
笑到了最后! 英格兰逆转意大利队!

德国主场输球输人#不敌阿根廷" 在
另外一场赛事中!瑞典主场惨败于巴
西队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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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英格兰与意大利继欧洲
杯%4&决赛后再次相遇"上次对决中两
队战成.(.! 最终靠点球大战意大利
笑到了最后" 不过!两队在%$日晨进行
的对抗赛中拒绝沉闷! 总共奉献了+个
进球!英格兰后来居上!以*(%取胜" 比
赛中双方都以锻炼新人为主!英格兰队
中包括鲁尼和特里等多名大牌缺阵!兰
帕德担任场上队长! 巴特兰以%0岁%,(

天成为英格兰最年轻的出场门将"意大
利方面同样缺少巴洛特利和皮尔洛!阿
巴特#诺切里诺和沙拉维的+位#5米兰
球员首发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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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算是德国队的福地!他
们在此已有,$年不败" 然而阿根廷%$

日晨在法兰克福+(%胜出! 终结了德
国队在这里的不败神话" 勒夫缺少诺
伊尔#施魏因斯泰格#戈麦斯#拉姆#

波多尔斯基#默特萨克等主力!他排
出以老带新的阵容!克洛泽出任单前
锋! 罗伊斯和拉斯$本德获得出场机
会!齐勒把门" 阿根廷此番希望报南
非世界杯淘汰赛上.(&惨败于德国队
的一箭之仇"

比赛平秤在第+.分钟被打破!阿
根廷队马斯切拉诺直传!索萨反越位

突入禁区被齐勒扑倒!齐勒被
裁判红牌罚下! 他成了德国队
历史上首位吃到红牌的门将"

人数占优的阿根廷在上半时补
时阶段凭借对手的乌龙球取
得领先" 下半时!梅西和迪马
利亚各进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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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在伦敦奥运男足决赛中失利
的巴西队也要%复仇'!他们必须证明
自己不是一到关键时刻就成软脚蟹"

巴西头号前锋内马尔奥运会决赛中
状态低迷! 只顾自己带球而忘记射
门" 奥运会后他直接从伦敦来到了瑞
典!他用精彩的表现!帮助桑巴军客
场+(.大胜瑞典" %乌鸦嘴'贝利这次
都不敢说话了!呆在看台上为巴西队
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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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奥运会上!中国男篮五战皆
负!早早结束了奥运之旅" (月(日!他们
就从伦敦返回北京"

据媒体近日报道!易建联的心情并未
受到中国男篮糟糕战绩的影响" 他表示!

奥运会结束了!自己最想做的就是好好休
息!把伤养好!再总结一下奥运会的得失"

至于下赛季的合同!易建联笑着摇
头说(%太早了!先不去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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