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据 新华网

顶着NBA和CBA双冠王
的光环，孙悦已经成为CBA最
炙手可热的球员，也是北京男
篮特别不想失去的球员。北
京男篮时隔一年后再度问鼎，
这几天，队员们一直忙于出席
各种庆功活动，紧绷了一个赛
季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不
过训练虽然暂停了，但球队的
管理工作没有放松，对俱乐部
而言，队中几名主要球员的续
约已经迫在眉睫。

目前的北京队中，奥神四
将孙悦、张松涛、黄海贝、李
伟以及李学林的合同都已经
到期，他们的去留牵动着北
京球迷的心，尤其是孙大圣
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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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赛季刚结束，以孙悦为
首的几名奥神队队员就以租借
的形式加入了北京男篮，很快
便随队打了全运会，不过最终
只获第七名，孙悦的表现也只
能说差强人意。随后，孙悦等
人确定代表北京队征战CBA，
但由于奥神老板李苏去世，孙
悦等人原本租借两年的合同被
改成了一年。

重返CBA之后，孙悦初期
的表现称不上出彩，不过随着赛
季的进行，加上老马因伤暂别赛
场，孙悦逐渐承担起了北京队外
线的重任，数据也越来越漂亮。
老马回归后，孙悦的表现也没有
太大下滑，在季后赛中和老马的
配合渐入佳境。

等到了半决赛，孙悦的状
态已经到了赛季巅峰，与广东
队的第五场关键战，孙悦拿下
19分、5个篮板、3次助攻和 4
次抢断，帮助北京队客场赢球。

总决赛对阵新疆队，孙悦又
打出了精彩表现，其中总决赛第
四战他的两记压哨三分，被马布
里称为“北京队本赛季最重要的
两记三分”。总决赛第六场，孙
悦全场9投6中，三分球6中3，
又抢下18分、6个篮板。在很多
球迷心中，孙悦也有资格当选总
决赛MVP。

整个赛季，孙悦场均可以贡
献13.7分、5.1个篮板、4.0个助
攻和1.3个盖帽，极大加强了北
京队在外线的短板。

下个赛季，老马又老一岁，
虽然他的领袖作用毋庸置疑，
但竞技状态可能还会下滑，
这样的情况下，续约孙悦就
成了北京队这个夏天的重中
之重。

□据 新华网

“小猪”施魏因施泰格被红牌罚
下，拜仁的欧冠客场七连胜就此终
结。北京时间2日，本赛季欧冠1/4
决赛首回合焦点战在老特拉福德球场
打响，坐镇主场的曼联在先入一球的
情况下最终被对手扳平比分，1比1的
结果也终结了红魔本赛季的欧冠主场
四连胜。

比赛开始后，面对强大的卫冕冠
军，曼联场面上处于被动，上半场
22%的控球率就说明了问题。曼联
在第58分钟由队长维迪奇率先打破
僵局，但拜仁队副施魏因施泰格在8
分钟后的破门就再次让两队回到了
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在第 90分钟，
他因为飞铲鲁尼吃到红牌下场，但
是10人拜仁依然从客场收获平局，
全身而退。

赛后，德国《踢球者》杂志就表示，
这场卫冕冠军的表现并没有预期的那
般完美，但是一场平局也足以让球队
在淘汰赛制的比赛中占据先机。

另外一场欧冠1/4决赛在巴萨主
场进行，最终巴萨与马德里竞技的西
甲内战也以1比1握手言和。

孙悦合同即将到期 奥神为其开出天价

想留孙大圣 那就得配金箍棒

欧冠1/4决赛首回合

拜仁客场平曼联
七连胜终止

随着CBA赛季结束，孙悦、张松涛
等四名随北京队征战CBA的奥神球员
已经变成了“受限制自由球员”，“受限
制”就是指他们的去向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奥神的选择，哪家CBA俱乐部开出的
价格高，奥神就可能将这四名球员转卖
给哪家俱乐部。

由于喜欢篮球的奥神老板李苏突然
去世，奥神篮球俱乐部已经解散，不过孙
悦等人与奥神的合同仍然存在，任何球
队想要得到他们，还是要先和奥神谈，经
过奥神同意，才能与孙悦等人谈合同。

有消息人士告诉记者，为了避免麻
烦，目前奥神希望能将孙悦、张松涛、李
伟和黄海贝打包出售，这样谈判起来更
方便。至于转会费，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奥神开出的价格相当高，平均下来每人
的身价相当于中超国脚转会的价格了。”

此前，北京首钢男篮已经就孙悦等
人的转会与奥神有过接触。“一直有接
触，通过各种方式谈，这种方式不行，我
们就换别的方式。”首钢俱乐部副总经理
袁超告诉记者。

不过，鉴于孙悦本赛季打出的不错表
现，北京队也面临着许多俱乐部的竞争，
尤其是四川队。四川队的老板周仕强十
分喜爱篮球，当年奥神在成都打邀请赛
时，他就与奥神有过接触。现在为了孙悦
等人，四川队一直在与奥神接洽，他们也
是北京队争夺孙悦的最大对手。

只要在转会费上与奥神达成共识，
对许多CBA俱乐部而言，孙悦等人的年
薪应该不是主要问题。

谈到自己最终的去留时，孙悦自己也
说：“这还要看北京队的诚意，当然我是非
常想留下来，希望再拿一个总冠军。”

孙悦状态越来越好1
奥神要将四将打包2

□据 新华网

北京时间4月2日，国际足联通
过官方网站宣布，对西甲豪门巴萨处
以禁止交易球员的处罚，时间是14个
月，也就是两个转会窗，理由是在签
约U18球员时违反了规则。

据报道，涉及的球员多达10人，
巴萨被处以45万瑞士法郎(约合30万
英镑)的处罚，未来两个转会窗不得进
行球员买入或者卖出，同时被处罚的
还有西班牙足协，除了被罚款50万瑞
士法郎，他们还被要求在一年时间内
规范自己的系统。

《世界体育报》消息，FIFA负责
转会的机构对过去一年的转会进行
了审查，发现巴萨在与小球员签约时
有严重的违规，一些外国小球员在
转会操作中有违反规定的行为，部
分球员参加比赛时也有违规，涉及
的很多球员在2009-2013年期间曾
为巴萨出场。

国际足联条款规定，年满18岁的
球员才能进行国际转会，不满18岁的
球员必须符合三种情况才能转会。
而国际足联发现巴萨阵容有这样不
符合规定的球员。纪律委员会给予
巴萨90天的时间对小球员的现状进
行合法化。

FIFA官方宣布

巴萨未来14个月
禁止球员交易

孙悦

某 男 ，45 岁 ，未
婚，国企职工，有独立
住房，觅婚否，城乡不
限，的适宜女士，（联系
电 话 13633872348，
请晚上八点以后致电）

男，43 岁，离异独
身，经商，车房具备，无
不良嗜好。觅 35 岁左
右，温柔善良带小孩也
可的女士为伴。
本人电话：15138746255

女，46岁，1.63米，
离异经商无负担，肤白
貌美，温柔善良，觅60岁
以下，身体健康，有责任
心，真心成家地区不限
的男士18638894748

免费找对象

地址：数码大厦B座1310室
电 话 ：0379-63123891

千百度婚恋微信号：qbdlove

未婚女，31岁，1.60米，
本科，国企管理人员，独生
女，气质佳；觅1.72米以上，
大专，人品好，单位好，有责
任心，工作稳定，未婚在
洛定居男孩15038538846

女，42岁，1.63米，特
显年轻，漂亮时尚气质好，
喜欢运动，有独立住房，觅
年龄相当行政部门或私营
企业高素质的男士为伴。
本人电话15517373321王

女 ，45 岁 ，1.60
米，离异退休，貌端，带
一子，有房无负担，觅
50岁左右，有房稳重
坦诚爱旅游的男士为
伴。15137914099

鹊桥专栏
专栏热线 :63330377 ◆男 28岁未婚大

专学历 身高1.75
米 自办企业 车 房◆男 33 岁 未婚
硕 士 学 历 身 高
1.81米 大学教师◆男 34岁未婚大
专学历 身高 1.78
米私企管理 车房

◆女 24岁离异大
专学历 身高 1.67
米影楼策划◆女 28岁未婚大
专学历 身高 1.60
米财务主管◆女 32岁未婚本
科学历 身高 1.65
米助理工程师

好姻缘交友会所

微
信
扫
描
详
情

全力打造洛阳大型中高端单身交友平台
数码大厦A座707室 http:www.lyhyy.com QQ：244851919

相亲热线：63120320 15637996519

微信号：lyhyyjy

◆优秀男孩，31 岁，1.75
米，大专，有车有房有公司◆男，40岁，1.78米，本科，短婚
未育，家族企业主管，名车多宅◆稳重顾家，男，54 岁，
1.76米，本科丧偶，国家干
部，女儿国外定居，条件好

13027639387中央百货1301室

真心牵线军民共建

黄老师退休后用真心给
单身朋友牵线，经她介绍有
成百上千名单身喜结良缘，
免费登记，安排合适，收费低

顾姐鹊桥 QQ：873606776

热 线 电 话 15303796990
地址：百货楼润峰商厦505室

◆男44岁，1.75米，离异，经
商，帅气，无负担，自有车房◆男55岁，1.74米，丧偶，干
部，素质高，经济稳定有房◆美丽女孩 29岁，1.65
米，未婚，硕士事业单位，
白皙气质佳，温柔家境好。
诚觅 37岁以下，大专以上
学历，有固定工作或经商
有责任心的优秀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