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郜林被足协禁赛 5 场
7 月 23 日， 最近在中国足坛引起

轩然大波的郜林事件有了处罚决定。郜
林因在被激烈辱骂的情况下，对球迷做
出“打脸”及“扔鞋”的动作，足协决定对
郜林禁赛 5场。

在上周五举行的中超联赛第 20 轮
比赛中， 广州恒大客场对阵辽宁宏运，
比赛中始终有部分辽宁球迷对郜林进

行统一的、 有组织的辱骂。 在郜林打
入第二个进球之后，他朝看台做了“打
脸”的庆祝动作。比赛结束之后，有一位
辽宁宏运球迷追着郜林，大骂郜林本人
以及郜林的太太王晨，郜林忍无可忍后
向这位球迷扔鞋反击。

此事在赛后引起轩然大波。 在经
过开会商讨之后，足协决定对郜林禁

赛 5 场。 据了解，足协纪律委员会之
所以对郜林停赛 5 场，主要是认为郜
林首先有向球迷挑衅的动作，其次在
赛后有暴力动作，最终决定对郜林停
赛 5 场。 郜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
价，但谁来制约、管理那些侮辱球员
和家属的足球流氓，足协决不应该熟
视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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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戴河澜海宾馆欢迎您的光临
南戴河澜海宾馆位于南戴河中心地段，步行 5 分

钟即到海边免费浴场，距离北戴河 7 公里，距离南娱
中心 10 公里，周围景点的交通十分便利。

澜海宾馆简洁、素雅，价格合理，在这里您能够住
的顺心、吃的舒心、玩的开心。 宾馆现针对邢台的高考
生、中考生家庭开展以下暑期优惠活动：1.周日至周四
每晚， 房间价格 6 折（房价参照艺龙网上每日的定
价）；2.周五周六每晚，房间价格 8 折；3.免费接站。

您即可以在艺龙网上订房，也可直接给我们打电
话预定：0335-4051138,18830395896,13933541126

西门子助听器授权验配连锁机构
(谨防假冒)

免费测试听力,免费试听试戴,为您解决听得见听不清
等问题,预约可上门服务.
桥东店:团结东大街水岸蓝庭底商 3892625
桥西店:中兴大街地道桥西口路南 8316666

常年高价
回 收

名烟名酒、家乐园
购物卡； 北国、辰
光购物卡等礼品。
15131933613

3000元 /㎡起
200—1200㎡集商务办公、轻加工厂房、
产 品 研 发 多 功 能 复 合 式 综 合 楼 。

天山光机电产业园
电子商务·创新大厦火爆开盘

招商热线：0319—7337�888/999
地址：邢台市经济开发区南环路晶龙工业园附近

百泉公园旁，七里河畔，长安路上
电梯洋房，107～145 平米， 所剩
房源不多，2698 元 / 平方起，可
贷款，电话：13273676682

出
售

捷径教育
暑假三期班正招生中
开班日期：7月20日、8月1日

地址：中华路一中北门对面捷径高考培训
咨询电话：2222899��13323199630

教 育
分类广告资讯专刊 敬告：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对方相关有效手续及证件，本刊只作为信息咨询，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咨询电话：3129969����13180562551

学大教育
中小学个性化一对一辅导
（VIP会员正在报名中）
地址：中华大街100号（一中东侧房管局西邻）
咨询电话：7790000��7750000 出 售

中北城市中心 13 号楼 17 跃，
163 平，价格面议。
联系人：焦女士 电话：3129987

特高价回收
空调、电脑、冰

箱、和面机、制冷
设备、门窗。
电话：13722925631

中宫格硬笔书法培训中心
教育部指定中国硬笔书法培训基地、中宫格专利练

字速成法，规范汉字的顶级专家。
暑假招生对象：小学、中学、大学、成人。
教授初级楷书，中级楷书，高级行楷。
郑重承诺：专业教材、随到随学、包教保会、不计课时。
热线：13011952329��18617629367����网址：www.zgglz.com�
地址：桥西老八一路滨苑物业 18#楼 503 室

中小学语、数、外暑假班正在热招
新初一、新高一先修班优惠多多

诚聘各科优秀教师
13315929303��13930993390

力文教育
中小学阅读作文专业培训

出售出售二手纯净水生产设备一台，
每小时生产 0.5 吨纯净水，价格
面议。联系电话：18032965700��
13700390666

位于新兴西大街（钢铁路、新兴大街十字路口
西侧路南 200 米） 有一厂房出租。 内有车间
600 平方左右，办公平房 8 间。厂区 2 亩左右，
水电齐全。 有意联系 13831998222 王先生

租赁启事

足球不需要谩骂、
扔瓶子般的“暴力”供养

·新华社记者 杨帆·

辽足对阵恒大的比赛已经过去数天，“扔鞋
门”前后的粗鄙戏码仍未淡出舆论。主队球迷开
骂，郜林在网上收获了一些力挺的声音，双方表
现待裁决，绿茵场外闹出的事儿让人欲言又止。

无独有偶，这样的情节并非只在中超上演。
7 月 21 日， 中甲第 18 轮哈尔滨毅腾与河北华
夏幸福的“升超”决战打响。 华夏幸福全队赛前
踩场时却被哈尔滨球迷谩骂扔水瓶， 随队翻译
被水瓶砸到。

球迷是观众而不是参加者，摇旗呐喊可以、
加油助威可以、鼓掌喝彩可以，若有真性情，可
以更狂热。作为“世界语言”，被不同肤色、种族，
不同国家民众所接受的足球运动， 并不需要当
下谩骂、扔瓶子、挑衅此般的“暴力”供养。

英国人缔造了现代足球， 巴西人升华了足
球的艺术魅力，德国人定义了坚毅的足球精神。
一项演绎在脚上的艺术，令无数中国人痴迷。这
个夏天，我们有幸能在家门口看到了罗比尼奥、
保利尼奥，瞅见了登巴·巴和吉安。

世界级球员的降临，赛场星光灿烂，球市持
续火爆。

再回到现实：骂球员、骂裁判、骂对方球迷、
赛场外冲突屡见不鲜。一眼望去，中超看台被骂
声淹没， 满腔暴戾之气的球迷已席卷了中国的
绿茵场。

这个夏天重金打造的“国际范”联赛，却因
看台上的“乌烟瘴气”失了颜色。

回想不久之前， 黄博文以恒大球员身份回
到国安主场时，不仅被脏话整场“问候”，赛后还
被球迷当头浇可乐；“浪子” 毛剑卿本赛季代表
升班马永昌迎战申花，赛后虹口绕场致谢，主队
球迷骂声一片，还以竖中指和割喉作为回应。

赛场上， 球员惴惴不安于看台上球迷的集
体“病症”，怯于辱骂和飞出的水瓶。 如此下去，
每一个球员都会成为郜林。

还联赛一个风清气正的环境， 并非欲救无
从。

不懂球的人也知道， 足球是随着传球、争
夺、冲撞、破门，在既定规定下进行的。 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这对看台上的任何人都适用，什
么时候都适用。杜绝看台的不文明行为，终究要
从制度管理入手，“规矩” 的制定亟待提上管理
部门的议事日程。

2010 年的法甲便是好例子。 随着当年法甲
揭幕战的临近，法国内政部下发通知，将对球场

暴力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如果发生任何事故，
闹事球迷在 3 个月到 6 个月之内不得前往现场
观看比赛。此外，如果参与暴力事件的球迷行为
实在过激， 那么他们支持的俱乐部将面临停赛
的处罚。

联赛逐渐繁荣， 球迷文化也应从入门步入
进阶。足球能折射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气质
和底蕴。

足球这么好， 绿茵场外的粗鄙戏码不应令
它蒙羞。

女排大奖赛总决赛
中国 1：3负于巴西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体育专电 国
际排联网站消息，2015 年世界女排大奖赛
总决赛于美国当地时间 22 日在奥马哈开
战。在首场比赛中，以替补阵容出战的中国
队 1：3负于同样未派主力参赛的巴西队。

在北京时间 23 日凌晨进行的这场比
赛中， 中国队以 25：23、20：25、16：25 和
14：25 告负。 首发出场的二传丁霞在第一
局后半段受伤，被王娜替换下场。据前方传
来的消息，王娜的伤势应无大碍。

在分站赛中赢得九连胜之后， 中国队
主教练郎平带着朱婷、 惠若琪等 7 名主力
队员回京休整， 为 8月下旬开始的世界杯
做最后的准备； 助理教练安家杰则率领替
补阵容前往美国练兵。

在和巴西队的比赛中， 接应张常宁和
主攻刘晏含各拿下 15分，另一位主攻王云
蕗得到 10 分，副攻郑益昕和颜妮分别有 7
分和 5分进账。

全场比赛， 巴西队在拦网和发球直接
得分方面占据绝对优势， 两项数据分别以
14：6和 11：3领先于中国队。 另外，中国队
的主动失误送给了巴西队 24分。

在当天进行的其它两场比赛中， 美国
队 3：0战胜日本队， 意大利队 0：3 负于俄
罗斯队。

总共有 6支队伍参加总决赛， 总决赛
采用单循环赛制。在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队
将迎战老对手日本队。

哈登力压库里
获首届球员票选MVP

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22 日体育专电
（记者李博闻） 在首届 NBA 球员工会评选
出的 MVP（最有价值球员）奖项中，火箭当
家球星哈登力压常规赛 MVP、勇士核心库
里当选。

上赛季 NBA 官方 MVP 由媒体选出，
当时库里击败了哈登， 哈登在票选中排在
第二。 这次的球员工会 MVP 由 NBA 球员
选出，哈登最终更加获得认可。

库里被球员选为今年的“关键先生”和
“最难防守的球员”。 骑士老大詹姆斯当时
在常规赛 MVP票选中排在第三，这次他赢
得了“你最希望成为队友的球员”的奖项。

球员们还评选出了“你最想为他打球
的教练”，得主是马刺老帅波波维奇，而非
2015 年度最佳教练、老鹰队主帅布登霍泽
尔。 最佳防守球员奖则归属了快船队小乔
丹，而非 NBA 的年度最佳防守球员、马刺
队的伦纳德。

排球

NBA

中
国
足
球

郜林朝看台做“打脸”的庆祝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