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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北京中
赫国安足球俱乐部 7 日宣布，年轻
国脚韦世豪已经正式加入北京中赫
国安。

据中赫国安俱乐部介绍，韦世豪
生于 1995 年 4月，身高 1米 77，出自
鲁能青训，曾先后效力于葡超博阿维
斯塔、费伦斯及葡甲莱雄伊什等俱乐
部，上赛季效力于上海上港。他个人
技术突出，身体素质出色，攻击手段多
样，可以胜任中锋、边锋、边前卫等中
前场多个位置。韦世豪曾多次入选国
少、国青、国奥等国字号球队，在2017

年首次入选男足国家队，在东亚杯上
出任主力并收获两个进球。2018 赛
季，韦世豪将身披中赫国安7号球衣。

此外，中赫国安还宣布上赛季租
借到青岛队的年轻球员王子铭，新赛
季将正式归队。据介绍，生于1996年
8月的王子铭身高 1米 87，在场上出
任中锋，身体条件出众，位置感好，前
场支点作用明显，曾多次入选22岁以
下国家队。新赛季他将穿上中赫国安
20号球衣。

据悉，中赫国安还在考虑进一步
引进内外援，充实球队实力。

新华社南京1月7日电 继保利尼
奥之后，又一名中超外援“升值”转会到
西甲俱乐部。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7日
宣布，哥伦比亚外援罗杰·马丁内斯转
会西班牙比利亚雷亚尔足球俱乐部。

苏宁在通报中说，马丁内斯于2016
年 7月加盟江苏苏宁，在代表球队出战
的 43场正式比赛中打入 20粒进球，并
送出 6次助攻，他在球场上的精彩表现
不仅让中超的球队和球迷关注，也引起
了众多欧洲俱乐部的注意。对于自己
的球员能够加盟欧洲顶级联赛俱乐部，
江苏苏宁给予支持，并最终促成马丁内

斯加盟比利亚雷亚尔。
1994年出生的马丁内斯在 2016赛

季中期加盟苏宁，并迅速融入球队，联
赛 12场打进 10球，他和特谢拉的锋线
组合帮助苏宁夺得联赛亚军。不过在
2017 赛季他受到伤病困扰，个人也一
直希望去欧洲踢球，在中超新外援政
策面前，苏宁送走马丁内斯显然是多
赢局面。

据西班牙媒体透露，有“黄色潜水
艇”之称的比利亚雷亚尔以1500万欧元
的价格签下了马丁内斯，而一年多前苏
宁引进马丁内斯花费了约900万欧元。

国脚韦世豪
加盟北京中赫国安

苏宁外援马丁内斯
“增值”转会西甲“黄潜”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文/图）新
年伊始，万象更新。昨日上午，河南
徽商女子足球俱乐部总结表彰大会
在省球类中心会议室举行，新的教
练组在会上与媒体见面。

表彰会上，河南徽商女足俱乐
部总经理李琳代表俱乐部全面总结
2017 年河南徽商女足的成绩与不
足，并向全队颁发奖金30万元。在
过去的一年里，河南徽商女足顶住
压力，最终冲超成功，实现河南女足
的历史性跨越。除此之外，河南徽
商女足取得 2017年全国女子足协
杯第 4名。在青年队比赛中，获得
2017 年全国 U18 女足联赛第 6 名
并与洛阳市足球单项体校达成共
识，共建“河南徽商女足俱乐部后备
人才选拔基地”。

与此同时，刚刚竞聘结束的河
南徽商女足全新教练组与媒体见
面。经过认真的选拔和考核，通过
竞聘的方式，最终河北籍功勋教练
李志浩被聘为河南徽商女足总教
练，女足国脚娄佳惠为河南徽商女
足主教练兼队员，汪震旭、周新凤、
王红娟为助理教练，毛建伟为守门
员教练，女足领队是吕红营，副领队

为前河南女足老队员王洪燕。
新任徽商女足主教练娄佳惠表

示，作为主教练和队员的双重角色，
有信心在全新教练组配合下，特别是
功勋教练李志浩的率领下，全队将以
饱满的热情和全新的精神面貌，打好
今年的女超联赛和其他重要赛事。

据了解，参加完表彰会之后，河
南徽商女足将主抓身体训练，年后
马不停蹄飞赴昆明参加一年一度的
冬训。由于是第一年参加女超联
赛，俱乐部的目标定位为在女超站
稳脚跟，力争取得好成绩。全国锦
标赛和足协杯力争杀进八强。

由于新的全运周期即将来临，
省球类中心各个运动队开始竞聘上
岗，去年联赛后期带队成功冲入女
超的国脚娄佳惠在竞选中脱颖而
出。但考虑到娄佳惠目前的主要任
务还是踢球为主，经过慎重抉择后，
徽商女足俱乐部决定聘请经验丰富
的河北籍功勋教练李志浩担任河南
徽商女足总教练，娄佳惠担任主教
练兼队员，将更多时间放在为国家
队效力。明天，娄佳惠将向国家队
报到并参加国家队集训，备战即将
开始的女足四国邀请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 日 ，
2017—2018 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
赛展开了第一阶段小组赛第 12轮
的争夺，身处 B组的河南天冠男排
坐镇主场南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迎战广东男排，面对拥有双外援的
对手，河南男排由于实力不济，再
加上思想包袱过重，最终以 0∶3完
败于对手。

本赛男排超级联赛第一阶段
即将结束，根据相关竞赛规程，获
得第一阶段两个小组前四名的球
队晋级第二阶段“八强战”。目前
暂列B组第五位的河南男排比少赛
一轮排名第四的四川男排还少一
个胜场，因此，球队剩下的几轮比

赛每一轮都是关键战，必须全部获
胜才有希望参加“八强战”。昨天
面对已经提前锁定八强一个席位
的广东男排，河南男排必须全力争
胜。不过面对拥有双外援的对手，
河南男排在实力对比上本就处于
劣势，再加上球队又背上了想赢怕
输的思想包袱，反而放不开手脚，
前两局以两个相同的21∶25遗憾告
负后，第三局基本上无心再战，又
很快以 16∶25丢掉此局，最终以大
比分0∶3完败广东男排。

本轮比赛输球之后，河南男排
与四川男排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第
一阶段仅剩两轮比赛，球队想要实
现“逆袭”基本无望。

全国男排超级联赛

河南男排主场完败广东

本报讯（记者 陈凯）2017—
2018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
阶段排位赛点燃战火。在上周六
进 行 的 本 阶 段 第 二 轮 一 场 比 赛
中，坐镇主场漯河市体育中心体
育馆的河南银鸽投资女排经过 4
局战斗，最终以 1∶3不敌本轮到访
的云南女排，未能取得第二阶段

“开门红”。
由于第二阶段首轮与山东女排

之间的比赛延期，河南女排直到与
云南女排的较量才迎来第二阶段的
首场比赛。面对拥有外援的对手，
以年轻球员担纲的河南女排应对招
数不多，很快以 12∶25、20∶25连丢

两局。第三局，河南女排放开手脚
与对手一搏，尽管本局局末阶段被
云南女排不断迫近比分，但球队还
是顶住压力，以25∶18扳回一局；进
入第四局，逐渐找到状态的河南女
排与云南女排展开拉锯战，本局局
末阶段一度以 24∶23拿到局点，不
过求胜心切的河南女排由于经验不
足为年轻付出代价，最终以 24∶26
遗憾地丢掉了这一局，从而以大比
分1∶3不敌云南女排。

赛后，河南女排主教练焦帅遗
憾地说：“我们的关键球把握不好，
队员起伏很大，这都是年轻队员成
长必须去面对的。”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 丁友
明 图）6 日上午，“墨象河山——
张守建山水艺术作品展”在河南
博物院开幕，共展出张守建几十
年来创作的山水画精品76幅。

张守建出生于河南省长垣
县，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河
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河南省美
术家协会山水画艺术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张守建是当今河南
山水画坛重要画家之一，多年来
数十次深入太行、嵩岳、九寨和黄
河之滨，将自然之理和笔墨之理
有机结合，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

格。其九寨系列经过多年探索，
形成了壮美大气的艺术特点。在
探索太行、黄河、伏牛等中原山水
风貌方面，张守建以别具特色的
笔墨风格，创造了以中原真山真
水真景为载体的雄魂朴茂、气象
万千的作品，受到了广泛的认可
和好评。数十年来，其作品多次
在文化部、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
等举办的展览中入选或获奖。

本次展览共展出张守建作品
76幅，或丈二匹大幅巨制，或小品
写生，或气势磅礴，或清新雅致。
省文联副主席、省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张剑锋评价说，张守建在创
作中坚持把个人的真情实感注入
作品，尤其是在以中原山水为题
材的系列作品中，爱中原爱家乡
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以雄浑
古浩、气象万千的纪念碑式的作
品，给中原画风做了别开生面的
诠释”。

此次展览由省委宣传部、省
文联和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联合主办，省美术家协会、河
南博物院、河南省书画院、长垣县
委、长垣县政府承办。展览将持
续至11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新华社马德里1月6日电 西班牙巴塞罗那俱乐部
6日宣布巴西球员库蒂尼奥加盟，双方合约长达五年半。

巴萨在官方公告中称：“巴塞罗那俱乐部与利物浦
俱乐部就库蒂尼奥转会一事达成协议。该球员与巴萨
签订了5年半的合约，毁约金将达到4亿欧元。”

尽管巴萨方面没有透露库蒂尼奥的具体转会金
额，但据西班牙媒体报道，巴西人的转会费为 1.2亿欧
元的固定费用加上4000万欧元的浮动费用，总金额或
可达到 1.6亿欧元。这意味着他不仅成为巴萨历史上
最贵新援，也将是西甲的历史第一身价。

巴萨俱乐部从去年夏天开始追求库蒂尼奥，尽管
当时利物浦俱乐部拒绝放人，但随着巴萨一再提高报
价，在球员本人的坚持下，“红军”终于接受了。不过由
于库蒂尼奥本赛季已随利物浦征战过欧冠联赛，因此
他不能代表巴萨出战接下来的欧冠淘汰赛，只能在西
甲和国王杯中出场。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上周六，全国五超联赛展开
第 9轮的争夺，河南信大五人制足球队在客场遭遇实
力强大的大连普区湖大，面对去年的联赛冠军，河南信
大毫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11的悬殊比分败下阵来。

其中主队赵亮独中五元，帮助大连普区湖大在农
历鸡年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中全取 3分，豪取开局 9连
胜，暂时将领先优势扩大至7分。

比赛开始后，主场作战的大连普区湖大就掀起进
攻狂潮，但始终无法敲开河南信大队的大门，直到第
10分钟，大连普区湖大才率先打破僵局，赵亮与迪奥
戈连续配合，赵亮罚球区右侧横传门前，迪奥戈后门柱
包抄捡漏得手，大连普区湖大 1∶0领先。3分钟后，河
南信大扳平比分。这个进球是河南信大全场唯一一个
进球。此后大连普区湖大就开始了进球大战，上半时
结束以4∶1的比分领先。

易边再战，河南信大的城池大开，刚开场仅 17秒
城池便被打破，此后，状态极佳的老将赵亮连下四城，
最终大连普区湖大凭借出色的控球和射门，而体力透
支的河南信大再无还手之力，最终以1∶11的悬殊比分
迎来一场意料之中的惨败。

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 在
6日晚的美职篮常规赛上，当家球
星库里全场仅打了三节，依然得到
赛季新高的 45 分，帮助金州勇士
在客场以 121∶105 击败洛杉矶快
船，迎来四连胜。

库里充分利用对方后卫的短
板，全场21投 11中，其中包括三分
球16投 8中，这让与他对位的新人
埃文斯毫无办法。快船队的格里
芬在第一节后半段因伤离场，全队
实力受到影响。

勇士队虽然缺少了伤停的杜

兰特，但在库里全面表现下，实力
高出一筹。尼克·杨和麦基各得11
分，汤普森和韦斯特分别贡献 10
分。自去年 11月 28日至今，勇士
队近期战绩已经提升为骄人的 17
胜 2负，目前胜率继续高居全联盟
第一。

快船队这边，路·威廉姆斯拿
下 23分，小乔丹贡献 15分和 11个
篮板。自 2014年 12月 25日至今，
快船对阵勇士已经是12连败。

在奥兰多，詹姆斯当天拿下33
分，抢下10个篮板，送出9次助攻，

带领克利夫兰骑士队以 131∶127
击败魔术队。

乐福为骑士队贡献 27分。小
托马斯此役在伤愈复出后首次进
入先发阵容，全场拿下19分和 4次
助攻。韦德贡献 16分。魔术队方
面，戈登拿下最高的 30分，佩顿有
20分 5次助攻进账。

其他比赛中，森林狼 116∶98
胜鹈鹕，奇才103∶110不敌雄鹿，国
王 106∶98 胜掘金，活塞 108∶101
胜火箭，步行者 125∶86胜公牛，篮
网85∶87不敌凯尔特人。

““墨象河山墨象河山——张守建山水艺术作品展张守建山水艺术作品展””开幕开幕

全国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开赛

河南女排首战不敌云南

河南徽商女足
新教练组搭建完毕

李志浩为总教练 娄佳惠为主教练兼队员

库里三节狂飙45分
勇士对快船12连胜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卫
冕冠军广州恒大果然出手不
凡，上周六，中超转会市场爆
出重磅消息，德甲前锋奥巴梅

扬有望在今年夏天加盟广州恒大。
据悉，恒大为了引进奥巴梅扬，付出的转
会费高达7000万欧元，刷新了中超外援

身价纪录。
昨天，记者从恒大随队记者了解到，在广

州恒大将在夏季签下奥巴梅扬前，加蓬前锋在
冬市还是传闻的热门人物。皇马、切尔西、曼联、
阿森纳、利物浦、埃弗顿都与他传出过绯闻，至于
中国，奥巴梅扬去年此时已与上海上港联系在一
起，当时上海上港报价 1.5亿欧元，开出的年薪更
是达到了税后4100万欧元的天价。但是今年，在
中国媒体爆出国安和恒大竞价之前，德国和欧洲
媒体还没有丝毫细节。

去年夏季转会窗口，奥巴梅扬曾与中超多支
俱乐部传出绯闻，一度有消息称天津权健几乎已
经敲定了奥巴梅扬，然而，因为中国足协出台了引
援调节费政策，权健无奈只能放弃。没想到，时隔
半年，奥巴梅扬的名字再次与中超联系在了一
起。起初，是北京国安秘密接触奥巴梅扬，然而，

眼看两个月的谈判接近成
功的时候，却半路杀出个广
州恒大，以超出国安转会费
20%的价码截和成功。

其实在此之前，国安与
奥巴梅扬进行了两个月的跟踪
谈判，包括李明、施密特等人都
与其本人以及团队见过面。施
密特还向奥巴梅扬详细介绍了
国安新赛季的阵容配置，战术
打法以及他到来后的定位。可是国安
没想到，恒大的截和能力确实了得。
他们在转会费和其个人年薪上都增加 20%，
恒大的团队还公关了奥巴梅扬的父亲兼经纪人
皮埃尔。据了解，恒大已经与奥巴梅扬和多特蒙
德俱乐部达成协议，奥巴梅扬将在德甲结束后正
式加盟恒大。

本赛季，奥巴梅扬已经在德甲赛场上攻入
13球，并有 3次助攻。最近的几个赛季，奥巴梅
扬一直保持着超高的进球效率，最近 3个赛季他
的联赛进球数字分别是 16、25 和 29 个，效率直
逼梅西和C罗，他将是登陆中超赛场最大牌的前
锋球员之一。

右起：李志浩、李琳、娄佳惠

全国五超联赛

河南信大客场惨败

库蒂尼奥转会巴萨
1.6亿欧元成西甲第一身价

库里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中超转会中超转会市场爆出重磅市场爆出重磅
奥巴梅扬今奥巴梅扬今年有望年有望转会费转会费70007000万欧元加盟广州恒大万欧元加盟广州恒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