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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温网期间违规劝搭档退赛
中国金花因极罕见理由被禁赛

处罚如
果正式生效，
彭 帅 的 WTA
积分排名将受
到严重影响

彭帅喊冤：
不是我本意
因为非常罕见的理由被禁赛
三个月， 中国金花彭帅感到非常
无奈， 这起事件也将很大程度影
响她自己本赛季的比赛日程和排
名积分。
8 月 9 日，国际网球道德调查
小组宣布，中国球员彭帅因去年温

网期间违规更换双打搭档被
禁赛三个月， 外加三个月禁
赛缓期执行， 并处以 1 万美
元罚款， 外加 5000 美元罚款
缓期执行。 对此彭帅回应称，
自己的本意并非让对方假
伤退赛。

违规劝搭档退赛 彭帅触犯反腐败条款
日立即生效， 彭帅被禁止以
任何身份和任何形式参加一
切网球比赛，如果没有其他
的违规行为发生， 她将在
今年 11 月 8 日解禁。 彭
帅的前任法籍教练佩雷
特被认为是此事件的
始作俑者， 同样遭
到三个月的 禁
赛处罚。

主场战江苏 国安目标仍是 3 分
今天晚上，2018 赛 季 中 超 联 赛
第 17 轮将展开争夺， 北京中赫国安
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江苏苏宁。 中赫
国安的目标不变，希望能够在主场拿
到 3 分。
目前， 中赫国安积 33 分暂时排

名联赛积分榜第一位，不过球队并不
希望在积分榜上的这个位次变成一
种负担或是盲目的乐观，对于中赫国
安来讲，争冠还为时尚早。 球队主帅
施密特表示最关心的永远是下一场
比赛，今晚的比赛球队目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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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延续好状态 国安备战以自己为主
“我们充分研究了对手， 他们在
过去的比赛中做到了稳固的防守，丢
球数比较少，这就对我们的进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但同时也不能丢掉了
防守。 我们如果能够保持前几场的状
态的话，还是有希望拿到 3 分的。 ”赛
前，施密特表示希望球队能够延续此
前好的势头。
上轮联赛因累计黄牌而停赛的
姜涛将复出，不过有伤在身的于洋和
李磊将继续缺席比赛，“过去两场比

赛球队还是比较稳定的，可能在个别
位置还是有一些轮换有一些调整，我
们能够在场上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
优势。 ”
江苏苏宁外援特谢拉今晚也将
伤停，可能无法出场，不过在施密特
看来，即便特谢拉缺阵，苏宁还是一
支非常有战斗力的球队，“我们肯定
不会因为对手个别球员缺席，就对我
们自己的打法有过多的调整。 当然我
们每场比赛根据对手的情况会有一

些细节方面的调整，但是总体来说还
是希望我们球队能打出我们想要的
足球，每场比赛以我们自己为主。 ”
苏宁主帅奥拉罗尤则在赛前表
示，先不考虑哪些球员不能出场，而是
要考虑整体， 他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更
加完善的团队， 依靠团队的努力去进
行比赛。 对于苏宁来讲，本场比赛的目
标就是尽全力争取胜利， 同时通过比
赛将球队的战术打法进行提高和改
进。

国安领跑积分榜 俱乐部老板宴请球队
从第 12 轮结束到现在， 中赫国
安始终在领跑积分榜，并且成为了联
赛的
“半程冠军”。 就在球队备战江苏
苏宁的间隙，中赫集团董事长周金辉
宴请中赫国安俱乐部管理层人员和
一队全体成员，对球队本赛季上半程
的战绩给予了表扬。
晚宴中，周金辉表示：“每一个优
秀的职业球员都应该渴望冠军，这是
骨子里必须具有的基因。 ”但是，目前
更应该将国安定义为“我们是冠军的

有力争夺者之一”， 即便现在外界认
为国安是本赛季争夺中超冠军的热
门球队，但他告诉队员们应该保持清
醒和冷静，赛季初制定的“进入亚冠，
保持在第一集团”的目标，还没到更
改的时候。 在晚宴当天中午，球队主
帅施密特再一次重申了球队的挑战
者角色，在他看来，“其他球队比国安
要更热一些，恒大肯定是大热。 ”
至于球队何时确立夺冠的目标最
合时宜，在周金辉看来，这是一门足球

彭帅回应
本意是补偿损失
并非让搭档假伤退赛

禁赛处罚公布后，彭帅也对此事件进行了
回应。 彭帅称，此事发生在去年温网开打前一
周， 自己原本要与卡萨金娜配对出战双打，但
对方突然宣布退赛，彭帅不得不另寻搭档，随
后由于一系列原因，最终引发这起事件。
据介绍， 彭帅与乌伊凡克并不认
识，是彭帅当时的教练佩雷特推荐了
后者，因为两人的排名刚好可以直
接打正选。不过就在两天后，米尔
扎找到彭帅， 表达了一起配对
双打的愿望， 彭帅考虑到要
和米尔扎冲击年底的新加
坡总决赛， 便尝试将双打
搭档由乌伊凡克更换为米
尔扎。
但就是在与乌伊凡克的
沟通中发生误会， 彭帅通过前
教练佩雷特询问乌伊凡克换搭档
的事，后者不愿意，随后佩雷特发了
一条短信告知乌伊凡克， 彭帅和米尔
扎愿意给她第一轮的奖金。 此举也埋
下了祸根， 乌伊凡克的教练将此信息
举报给国际网球道德委员会。
彭帅解释称， 自己当时愿意把第
一轮的双打奖金给乌伊凡克， 是用于
补偿她额外付房租、 改行程造成的损
失，本意并非要乌伊凡克假伤退赛。 彭
帅承认， 自己对于更换双打的规则理
解有误，但造成对方的误会，不是自己
希望发生的情况。
据了解， 按照彭帅本赛季的计
划，她接下来要参加纽黑文赛、美网、
芝加哥、魁北克赛和中国赛季的广州
赛、中网、天津赛等，此次的禁赛处罚
如果正式生效， 几乎意味着彭帅的
2018 赛季提前结束，她的 WTA 积分
排名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事件概况
国际网球道德调查小组称，
2017 年温网期间， 在双打报名截
止后，彭帅曾试图以一定经济补偿
的方式劝说双打搭档乌伊凡克退
赛，以便自己更换双打搭档。 当时
乌伊凡克并没有答应这一要求，随
后彭帅便没有参加双打比赛。
国际网球道德调查小组认为，
这一做法违背了网球比赛反腐败
条款中“任何人都不能策划和干预
任何赛事的任何结果，以及试图这
么做”的原则。
该组织负责人马克拉伦表示，
他们是今年 7 月 28 日在伦敦就
该事件的调查结果进行听证的，而
禁赛日期从结果公布之日 8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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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艺术，需要专业的认知和判断，错
误的时间制定错误的目标只能带来错
误的结果。 球队目前需要做的就是继
续保持上半赛季的良好状态， 一步一
步去走， 踏踏实实地低调前行，
“
如果
能继续保持这样的良好势头， 我们会
及时进行目标调整， 但前提是时机成
熟，同时需要全队上下形成共识。 ”
施密特则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
回顾职业生涯，2018 年之于北京中赫
国安，会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相关新闻
马季奇精通八国语言
离开国安跳槽到足协
昨天，一则“马季奇已离开国
安赴足协任职”的消息传出，经了
解，马季奇在世界杯之前就离开中
赫国安俱乐部，目前已经开始在为
中国足协工作。
作为国安历史上最成功的外
援之一，马季奇曾在球队效力 7 个
赛季，不过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
却是在长春亚泰度过的。 退役之
后，马季奇和国安再续前缘，上个
赛季初，他出任中赫国安俱乐部国
际部总监，换了一种身份继续“效
力”国安。
仅一年多之后，马季奇离开了
俱乐部国际部总监这个职位，在中
国足协任职，参与处理一些国际事
务等。 这个克罗地亚人完成了一次
职场上的“
跳槽”。
马季奇精通八国语言，中文也
掌握得很好， 在国安效力期间，他
和中国的队友们沟通无障碍，并且
还能够经常充当内援和外援之间
的“
翻译”。
近年来，中国足协在海外推出
了一系列足球合作项目，并且在青
训、人才引进等方面都有一些海外
计划，这就需要有更多专业的且懂
行的语言精通的人来具体负责相
关事务。 马季奇则正是这样一个不
可多得的人选，并且他在克罗地亚
有着自己独有的资源和人脉，这在
未来能够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文 ／ 记者 王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