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竞猜攻略：松江4胜9平7负，积21分排名第11；湘涛队8胜6平6
负，积30分排名第4。本赛季湘涛队在主场与松江队0∶0战平。

参与方式：登录http://ent.voc.com.cn，进入“动在长沙”版块，点
击相关主题帖报名参与，留下真实姓名、电话和答案。

8月22日，第一堂训练课，卡马乔微笑着带队员做游戏。8月23
日，第二堂课，就不再那么轻松了，昆明的大雨中，卡马乔带着球队
练习起了战术。西班牙人不再面带微笑，而是不停地大吼，以传达
他的战术要求。 就在队员们刚刚感受到卡马乔如春风般和煦的微
笑后，马上就感受到了卡马乔严厉的一面。

虽然不至于像以前指挥西班牙队比赛时那样暴戾， 但在第二
堂训练课上，卡马乔的大吼声就没断过。尤其是进入战术环节后，
他的嗓门不断增大。“边路的速度要快起来，传中要准确！”卡马乔
通过翻译不断地传达战术要求。与温文尔雅、慢条斯理的高洪波相
比，看到队员训练状态低迷，卡马乔不仅喜欢咆哮，还偶尔爆粗口。
“李学鹏，你要留在那里，别他妈的回来。”卡马乔吐字清晰地喊出
了弟子的名字。 ■王强

微笑过后开始咆哮

卡马乔和蔼？
那是间歇性的

8月27日16:00��松江VS湘涛 天津体育

重回冲超路
从天津开始
竞猜本场比分免费赢湘涛球衣

本报讯 8月27日（本周六）16:00，湖南湘涛队将在客场挑战
天津松江队。本报湘涛比分竞猜平台已启动，只要猜中本场比赛比
分，就有机会获得湘涛球衣一件。本赛季仅剩6场比赛，机会不多，
希望球迷朋友踊跃参加。

在上一轮比赛中，湘涛队战胜延边队，而身后追赶的对手沈北
和力帆一负一平，湘涛队得以坐上第4的位置，距离第二名的广东
日之泉队差6分，在联赛还剩6轮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冲超的希望。
接下来，每一场比赛对于湘涛队来说都至关重要，不容有失。湘涛
队接下来6轮的对手先后是天津松江、北理工、广州富力、贵州通
源、大连阿尔滨和重庆力帆。可以看到，最后4轮湘涛将在3场面对
强敌。所以在对阵富力前的两场比赛，无论是从积分还是信心积累
上，都是湘涛能否冲超的关键，本场比赛对松江的头炮如果不能打
响，此后的比赛将很艰难。

天津松江队过去3轮保持不败，而且战胜了阿尔滨，逼平了重
庆，且他们现在还在为保级而战。对于湘涛队来说，这是一场十足
的硬仗。 ■记者 刘涛

微体育

喜欢黑丝：老卡，才两天就忍不住了吧，我理解你。
哥玩的是曼狗：切，你骂我们有用么？耳朵早就长老茧了！！！不想干
了就回家！
bacqw131s：管理国足严格最好了，最好是把国足拉到个沙漠中心
苦练个一年半载再来。
langzi111：看效果再说吧！不要看广告———要看就看疗效！中国，
应该少搞点形式，而更应该注重实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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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前往参加田径世锦赛，想重新夺回世界纪录

腰部抽筋，刘翔 一身冷汗

8月25日，“飞人” 刘翔将乘机出征大邱田径世
锦赛。前几天，他罕见地放出高炮，称要夺回世界纪
录，不过23日下午的一个小意外，惊出刘翔一身冷
汗。在当晚更新的的微博中，刘翔透露，“下午技术
训练左背部抽了下，经检查是痉挛所致。 ”

这意外的一幕发生在23日下午的莘庄基地，当时训
练中刘翔突然停了下来，手把住腰部左侧，紧接着就躺
在了跑道上……这一举动， 让孙海平教练以及在场所有
人都吃了一惊。 距离刘翔最近的美国康复师艾迪赶紧冲
了上去，紧接着孙海平等人也全都跑了过去。在询问了大
致情况后，孙海平终止了训练。

幸运的是，经检查，基本确认刘翔只是因为腰部肌
肉痉挛导致抽筋，并无大碍。刘翔也说：“可能是最近强
度太大了，腰部那个地方的肌肉有点紧。 ”

看到刘翔微博内容后，中国链球名将张文秀马上进
行慰问：“要小心哦！ ”而刘翔粉丝更是担心偶像，提醒飞
人注意身体，“一定好好保护身体啊。 ”

意外

刘翔今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大邱世锦赛，为了这项
赛事，他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备战。他的对手
也都不简单，罗伯斯、奥利佛等都是顶尖高手。

高手决战，细节决定成败。这段时间，刘翔一心投入
训练，有时一天要练习7个小时，而完善起跑阶段七步上
栏的技术细节，是重中之重，“任何细节上的完善和精进，
节奏上的调整和平缓过渡， 都是世界级选手所需要做的
事。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世锦赛上能夺回世界纪录。”

不过“两天三赛”对刘翔而言将是一个严峻的考
验。根据赛程安排，本届世锦赛男子110米栏比赛将于
北京时间8月28日8时50分进行预赛，29日18时进行半
决赛， 而决赛则将在两个小时后的20时25分鸣枪。中

国田径队总教练冯树勇就此表示，“2008年后，刘翔还
没经历过两天三赛的考验， 所以孙海平教练在过去3
个月已经为刘翔安排适应性训练， 包括高强度的训
练。 ” ■记者 蒋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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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女篮亚锦赛 中国VS日本 CCTV5
20:00�世界女排大奖赛 中国VS泰国 CCTV5

刘翔亮相时间表
预赛：8月28日8:50

半决赛：8月29日18:00
决赛：8月29日20:25

女李娜 36 岁，丈夫因年迈去世，心情
悲痛的我得不到夫家亲人的关心，只
愿有缘男陪我游玩散心 18600199589

遗失声明
长沙富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遗失由长沙市高新区国
家税务局于 2006 年 10 月 26 日核发
的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证号：
430104712178915。 另遗失由长沙市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于
2006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地税税务
登 记 证 正 本 ， 证 号 ：
4301047121789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经长沙伟翔配送服务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地址：长沙市雨花
区劳动西路 108 号 108 房， 联系
人：成志光，电话 15084749207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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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湘潭市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0301
0009939）声明作废。

个人征婚男 54岁退伍军人丧偶顾
家重情经济稳定，觅贤惠善良尊老
爱幼的女士为伴 13418479555

真诚寻缘女 28 岁温柔气质佳特寻
健康品正男圆梦 15970377883亲谈

善良女 30 岁离异肤白如脂，特寻
健康男士为友 18618115639亲谈

贤惠女 29岁 1.65米高雅大方丰满
迷人现寻健康有缘重情男圆我美
好心愿 132-0501-3338本人亲谈

邹丹丹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2524198805227226，声明作废。

杨德平遗失身份证及驾驶证，证号
512929197010054914，声明作废。

女士征婚 18665380817
38 岁女贤淑善良经商经济优越不
幸丧偶诚寻重情有责任心的男重建
幸福家有孩可 18665380817本人

退伍军人男 48 岁丧偶为人随和
脾气好，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顾
家孝顺女为伴，贫富不限，有子女
最好 13928438487本人亲谈

关小勤户口簿遗失，身份证号为
43010219700125057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农业办公
室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0000176801。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滨湖村村
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70000717501。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东风村
村民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70000717401。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新铺村民
委员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70000751401。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黄泥沟渔
场场委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70000717601，
以上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金车机械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岳塘区国家税务局于 2010
年 11 月 22 日核发的湘国税登
字 43030468950921X 号税务登
记证正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南琼美发因不慎遗失工商芙蓉
分局 2010 年 10 月 1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 43010
2600277261，特此声明作废。

金 新 娟 遗 失 残 疾 证 ， 证 号 ：
43250219720721382542，声明作废。

公 告

遗失声明
邓平遗失坐落于雨花区狮子山二片第
033 栋 105 房的权证号为 710122662
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段芳雄遗失残疾军人证，
证号：2055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馨谐蔬菜专业合作社遗
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本，注册号：430121NA000151X，
声明作废。
唐红梅持有的发证日期为 2008 年
的会计从业资格证遗失，声明作废。

虢炼 43010519921013101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彭爱顺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4192412010521，声明作废。

突然躺地吓坏教练 希望夺回世界纪录目标

网友热议

惊出

刘翔现在可伤不起。

卡马乔忍不住秀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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