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明星与上级管理部门出现矛
盾，往往都离不开一个“钱”字。近日，孙
杨在微博上“开炮”，他与游泳中心之间
关于商业代言的矛盾彻底公开。

孙杨是今年上海游泳世锦赛男子
800米和1500米冠军得主， 并刷新1500
米自由泳世界纪录。多数人认为，无论是
为成绩，还是为利益，孙杨都应该建立起
自己的“杨之队”。但游泳中心似乎并不
想效仿田管中心对刘翔的管理， 为孙杨
组建团队。

泳军一哥张琳在2008年和2009年相
继夺得奥运会亚军和世锦赛冠军， 他从

罗马归来后， 游泳中心默许他与众辉体
育经纪公司签约。

在去年的亚运会上， 张琳的成绩跌
入低谷，孙杨崭露头角。但游泳中心却没
有让孙杨在商业代言方面走张琳的老
路，按照官方的说法，这么做的目的是不
想让孙杨和张琳一样， 在奥运会前因状
态问题功亏一篑。因此，在没有得到游泳
中心允许的情况下， 孙杨不但不能与经
纪公司签约，也不能接拍广告，甚至不得
接受媒体采访。孙杨在微博中无奈地说：
“希望在同一片蓝天下， 在同一个集体
中，大家能得到公正的对待。” ■李伟

被禁止私签经纪公司

孙杨被游泳中心套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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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1242期 本期投注额：22288906 元

中奖号码 9 6 7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12758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8300

中奖号码 9 6 7 7 4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18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 星彩”第 11104 期 本期投注额：15917470 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9月 6日

22选 5第 11242期 本期投注额：1859302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4 15 18 19 20
中奖注数(注)

39
4382
68902

单注奖金(元)
8908
50
5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 1 4 9 1 3 2
中奖注数(注)

1
6

156
2255
30515
388689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71475
1800
300
20
5

今年你是不是还没有去海边赶潮？10
月1日至6日， 三湘好玩俱乐部所在的湖南
户外联盟将招募驴友前往特呈岛、 龙海天
和硇洲岛赶潮。

本次招募在将近一周前就已经开始，
而截止时间则在本月18日， 这与以往相比
时间都提前了不少，本次活动领队“含笑”
说：“这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准备工
作， 提前确定人数有利于订车、 订房和订
票，不会到临近出发时出现问题。”

特呈岛赶潮，拾捡鱼蟹
特呈岛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仙人下凡

看见海边人无地可种， 龙王又禁止下海捕
鱼，于是利用夜间挑土填海造田，当仙人挑
着一担土到半路时，已是鸡啼天快亮了，便
急急忙忙放下这担土返回天上， 这担土就
变成了两个小岛———特呈岛和东头山。10
月2日我们将在特呈岛度过， 前往海上渔
村， 当海水退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孩子
一起追赶潮水，拾捡鱼蟹。

龙海天观海听涛，冲浪玩沙

龙海天56里银沙，56里绿树。沙滩长28
公里，宽150-300米，仅次于澳大利亚黄金
海岸，因此被誉为“中国第一长滩”，世界第
二长滩。龙海天有防护林55000亩，林带伸
延于海滩边，郁葱起伏，犹如“绿色长城”。3
日，我们在龙海天观海听涛，看日出日落，
冲浪玩沙。

硇洲岛出海打鱼
4日我们将在硇洲岛度过。硇洲岛上有

一座百年古灯塔———硇洲灯塔。 此灯塔是
世界目前仅有的两座水晶磨镜灯塔之一(与
英国伦敦灯塔齐名)， 也是目前世界的三大
灯塔之一。到硇洲岛以后我们还可以和当地
居民一起出海打渔体验渔民的一天。

5天4晚，两座岛屿、中国第一长滩、冲
浪玩沙、 出海捕鱼……这一次的国庆赶潮
之旅，能够满足你对于海边所有的幻想，还
等什么呢？跟我们去赶潮吧。 ■记者 刘涛

北京时间9月5日晚消息，意甲劳
资双方达成协议， 球员将结束罢工，
本周五意甲联赛将开幕。新赛季的意
甲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周六凌晨揭
开大幕，卫冕冠军AC米兰
坐镇主场迎战拉齐奥。

在新赛季开始前，由
于劳资双方未能签订新协
议，意大利球员工会8月26
日正式宣布开始罢工，本
该上周末开踢的意甲联赛首轮无法正常进行。意甲劳
资双方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由于意大利政府
要求向包括球员在内的高收入人群征收特别税，球员
工会希望俱乐部方面支付此项数额不小的税款。 此外球员工会要求有合同在身的球
员，就算不在球队计划之内，俱乐部也不准拒绝其参加全队合练；如果俱乐部不想继续
留用球员，也不能在合同最后一年对球员任意处置。

不过劳资双方并未就上述矛盾达成具有实际意义的协议，但是为了保证联赛的进
行，签订了一份直到赛季末的临时协议。 ■罗可

特呈岛、龙海天、硇洲岛5天4晚美景不断

国庆节，跟我们去海边赶潮
登录http://ent.voc.com.cn/或加QQ群87179196

小贴士

活动时间：10月1日14:00集合
出发，10月6日中午到达长沙。

活动内容：赶海、捕鱼、冲浪、
玩沙，所有海边美好的事情。

活动费用：报价制。
更多活动详情及图片请登录

http://ent.voc.com.cn，进入“动在
长沙”版块，点击相关主题帖查看；
或 加 三 湘 好 玩 俱 乐 部 QQ 群
87179196咨询。

好玩团

发起人：火山
活动时间：9月7日18:30四医院门口集合。
活动内容：爬山、野炊、煮酒论人生。另外，

领队火山将现场介绍并教你如何使用户外炊具。
队员要求：会说话，会动手，会笑，会吃；喝得点小酒，唱得首小

曲；要么会做饭要么会做菜要么会洗碗，坐享其成的请绕道。
参与方式：QQ群141999369。

今天傍晚去岳麓山野炊

随着钢管舞普及率越来越高，这种性感
的舞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近日，在青
岛啤酒“炫舞激情”NBA拉拉队选拔赛全国
总决赛80强进22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就上演
了钢管舞击败艺术体操的一幕。

22强最后6个名额的争夺很激烈，18名
个性差异的选手都亮出了看家绝活， 艺术
体操、机械舞、爵士舞纷纷出场。其中国家

一级体操运动员吴金奕表演的体操非常精
彩，但她与刘琳的表演“撞车”，被评委给予
了待定的命运。 反而是选手刘君别出心裁
的钢管舞表演艳惊四座， 直接拿到了晋级
牌。“即使面对几千几万人的舞台， 我也不
恐惧。”自开赛以来，刘君一直以大胆著称，
这次表演更是让现场观众称之为“钢管舞
娘”。 ■王强

NBA拉拉队选拔赛选手出奇招

钢管舞击败国家一级体操运动员

劳资双方达成临时协议

意甲本周五开赛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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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海边是理想的度假之地。

特呈岛美景。

龙
海
天
戏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