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档案

罗马里奥 1966 年 1 月 29 日
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是巴西前
著名足球运动员，1994年世界杯
冠军队巴西队成员，当选世界杯

最佳球员，并当选当年世界足球
先生，2004 年 3 月被国际足联评
选为足球史上125位最优秀的足
球运动员之一。

2008年4月15日，42岁的罗马
里奥宣布正式退役。他后来加入
巴西社会党，于2010年10月在里
约热内卢州当选国会下议院议员。

罗马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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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3月24
日电

中国网球“一姐”李
娜24日用时61分钟，以
6∶0和6∶2轻松战胜15
号种子纳瓦罗，闯入
WTA迈阿密大师赛女
单八强。

“我感觉相当棒。我
一直在等着前面拉德万
斯卡比赛的结束，第二盘
快结束的时候我就开始
热身，结果比赛打到了决
胜盘。我就对自己说，

‘好吧，那就接着等吧’。”
李娜赛后说，“但在踏上
赛场后，我打得非常好。”

赛前长时间的热身

对李娜保持状态起到了
作用，她在比赛开始后
势不可当地连下七局，
很快扼杀了悬念。

李娜赛后还透露了
与纳瓦罗交手的一个

“秘密武器”。“我的丈夫
和纳瓦罗的击球方式很
像，比如上旋球和单手
反拍，这对我是个利好
消息。”她说。

李娜在1/4决赛中
的对手将是 10 号种子
沃兹尼亚奇，后者当日
赢得更加轻松，以 6∶0
和6∶1淘汰列普琴科。

在两人此前的交手
中，李娜以3胜2负稍占
上风。

□据 新华社

4年来，广东恒大女
排第一次在中国女排联
赛决赛时作壁上观。在
刚刚结束的女排联赛中，
恒大女排最终排名第四，
为升入顶级联赛后的最
差成绩。郎平是否续
约？恒大是否会继续投
资女排？一切似乎走到
了十字路口。

综观本赛季恒大女
排的表现，成绩不尽如人
意的首要原因是阵容的
厚度不够，加之频繁的伤
病，导致一直没能形成稳
定的主力阵容和打法。

2009年，恒大集团高
调杀入女排联赛后，一直
高举着“职业化”的大旗，
在商业开发、引进球员等
方面都探索用职业化的
手段进行。回顾恒大女
排参加联赛的5年，她们
在第一年顺利杀入A组

联赛，在之后3年里获得
了一个冠军和两个亚军，
在本赛季开始之初也是
夺冠大热门之一。虽然
最终排名第四，但对于这
样一支“白手起家”的球队
来说，整体战绩堪称不俗。

不过同广东恒大足
球俱乐部相比，排球的职
业化显然要比足球难很
多。至于联赛的商业开
发，更是举步维艰。因
此，在今年联赛结束后，
随即传出了郎平不再续
约、恒大女排将变身广东
队的消息也不足为奇。

虽然目前恒大女排和
广东体育局方面均没有对
相关消息做出确认或解释，
但刚刚走过了一个最艰苦
赛季的广东恒大无疑已经
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恒大女排
要并入广东女排、郎平离开
的消息最终成真，那也一点
儿都不意外。

□据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3月24
日电

巴西前国家队前锋罗马里
奥近来频频在媒体上对巴西
世界杯发表反对性言论，这与
7年前巴西申办成功时他的态
度截然相反。罗马里奥 24 日
在参加ESPN巴西台节目时讲
述了他态度改变的原因：当年
被骗。

罗马里奥：我们被总统
和足协主席骗了

罗马里奥认为自己当年被巴
西前总统卢拉、现总统罗塞夫和前
足协主席特谢拉欺骗了。他说：

“我原来相信了他们三个，卢拉、罗
塞夫和特谢拉。当时大部分人都
相信他们，谁又不希望在自己的国
家举办世界杯呢？尤其是所有的
资金都来自私有企业，但是很不

幸，事实上完全与许诺的相反，所
以我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

罗马里奥说：“我与所有人一样
被骗了，他们当时宣传举办世界杯
90%的资金来自私营部门，但是现
在我们看到几乎98%的资金都是公
共资金，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公共
资金应该投入到教育、医疗等更重
要的领域。我觉得更加错误的是，
这笔资金数额巨大，早已超出原先
的计划，而且让一些政客中饱私囊。”

巴西队如夺冠，问题更
得不到解决

同时，罗马里奥认为即使巴西
队在主场夺冠也不能解决所有问
题。他说：“我一直在说，在赛场外
巴西的世界杯已经输了。现在，人
们只是希望在赛场内取得冠军，我
也非常希望。但很不幸，我必须承
认，巴西队如果夺冠很多问题就会
被掩盖，将更加得不到解决。”

现任巴西联邦众议员的罗马
里奥多次批评巴西政府利用世界
杯进行腐败活动，并且称国际足
联主席布拉特为“小偷、腐败分
子”，秘书长瓦尔克为“敲诈者”。

罗马里奥罗马里奥：：我反对巴西世界杯我反对巴西世界杯
称举办资金的称举办资金的9898%%是公共资金是公共资金，，让一些政客中饱私囊让一些政客中饱私囊

四年来最差成绩 郎平或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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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里奥

供货加工热线：13838889944张总
就业热线：13703496566 15738986875厂址：洛阳市伊川县彭婆镇西高屯工业区

诚
聘

中空幕墙玻璃中空幕墙玻璃 河南玻瑞科技河南玻瑞科技

河南玻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玻璃研究院斥巨资打造中
原一流玻璃深加工基地。建全自动夹胶生产线两条、全自动丝网印
刷生产线一条、全自动中空生产线六条、专业生产高端钢化、夹胶、
LOW-E幕墙中空环保节能玻璃。

诚邀志同道合人才共同发展！

◆文员 5名 ◆水电机修 5名 ◆切割工 4名◆普工150名 ◆中空技工8名 ◆磨边工 4名◆夹胶工 2名 ◆钢化操作工4名
（有中空幕墙玻璃销售经验的人员）◆销售员 20名

凤凰公墓是经河南省民政厅批准
的合法经营性公墓，位于 310国道与
机场路交叉口向东300米，交通便利，
陵园坐北面南，头枕邙山，脚蹬洛水，
造型多样，是缅怀亲人的绝佳胜地，

凡清明节前购墓者一律八折优惠凡清明节前购墓者一律八折优惠

电 话 ：62267414 13592078755

招聘业务人员数名招聘业务人员数名

洛阳凤凰公墓

河南百家好一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免费送药服务热线：4000-511-555

◆执业药师：60人 ◆收银员：80人
◆送药专员：20人 ◆防损员：30人
◆营业员（中药、西药）：200人

另聘办公室主任、文员若干名

高
薪
诚
聘

地址：涧西区景华路35号（广州市场盛德美对面）
电话：64821177 13592076467胡女士

面试地址：南昌路杜康大厦504室 65111110

康 洁 洗 衣 高 薪 诚 聘

可 提 供 免 费 食 宿

营业员 文员质检
洗涤工 熨烫工厨师 司机

业务代表连锁发展专员 生产主管
计算机管理员 督导门店经理

电话：18037951661

洛阳智汇堂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案场经理、主管各2名
置业顾问若干（有无经验均可）

以上职位薪金丰厚、高提成

高
薪

凯正酒店用品公司

刘经理：13101798879

待遇：试用期月薪 3000
元起，录用后底薪+提成

业务精英
诚 聘

光明眼镜新店开业

公司提供统一技术培训

15824973948张经理

诚聘精英

◆导购员20名

◆验光师 5名

洛阳欧亚国际学校

电话：15538801989
李老师18037979115

小学 初中 高中
各科教师 100名
截止日期7月20日

专业专业POSPOS机办理机办理手机手机POSPOS机机

598598元元//台台

POSPOS机支付机支付：：收款支付一机搞定安全收款支付一机搞定安全
任何卡均可刷任何卡均可刷，，可月刷可月刷600600万信用卡万信用卡
可进个人帐户可进个人帐户 一个工作日极速到帐一个工作日极速到帐
可刷自己的信用卡可刷自己的信用卡 不封机不封机 不封卡不封卡

03790379——6986293669862936 1394921006713949210067

诚招代理商诚招代理商 招聘业务员招聘业务员

让商户不再
为现金头疼

办理简单办理简单 快捷方便快捷方便

专栏热线 : 0379-63330377 63330677 63330977招聘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