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6 廖辉（举重）
27岁， 解禁复出后在2014年举重世锦

赛无人能敌， 在男子69公斤级比赛中包揽
三金，并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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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尔德利， 来头不小
今年上半年， 国内球迷或许对

塔尔德利还不熟悉， 但下半年后，
一定有很多人对他印象深刻。

10月11日， 巴西与阿根廷队的
南美超级德比杯在北京进行， 比赛
中最出风头的不是梅西， 也不是内
马尔， 而是名气不大的塔尔德利。
比赛中， 他梅开二度， 力助巴西队
2比0获胜。 虽然这只是他身披五星
战袍在9场比赛中的全部进球， 但
在巴西世界杯结束、 老将弗雷德淡
出国家队的情况下， 他已成为巴西
队正印中锋的不二人选。

在2014年的巴甲联赛中， 虽已
萌生离开东家米内罗竞技队的想
法， 塔尔德利依然兢兢业业， 24场
比赛有10球入账。

塔尔德利今年29岁， 正值当打
之年， 今年的状态也很稳定， 如能
来到中超并顺利适应， 完全可以成
为像埃里克森一样的进球利器。

近期， 鲁能队一直在谋求引进
塔尔德利。 巴西媒体透露， 鲁能队
为此开出高达365万欧元的年薪。
要知道在米内罗竞技队， 塔尔德利
的年薪只有100多万欧元。

但随着恒大队插入一脚， 此事
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库卡接受巴西媒
体采访时表示： “我知道米内罗竞技
队为何犹豫， 因为我们在中国的最大

竞争对手广州恒大队， 也在和他们谈
判。”

谁能胜出？ 各有优势
虽然最早出手的鲁能队在引进

塔尔德利上占据上风， 但恒大队也
有自己的优势。

鲁能队最大的资本是“友情
牌”： 库卡是米内罗竞技队的前主
帅， 塔尔德利也曾在他麾下效力，
与他有师徒情。 据了解， 鲁能之所
以相中塔尔德利与库卡有直接关
系。 不过库卡也承认： “虽然我们
最早联系， 我与米内罗竞技队也有
交情， 但职业足球归根到结底是一
门生意。” 尤其在米内罗竞技队经
济状况糟糕的情况下， 他们既然留
不下这位球星， 肯定要狠捞一笔。

与鲁能队相比， 恒大队的优势
就是出色的战绩。 与近几年一无所
获的鲁能队相比， 恒大队完成了中
超四连冠， 也登上亚洲之巅， 在世
界范围内颇有名气， 这对塔尔德利
能够继续入选巴西队很有帮助。

鲁能与恒大队都不缺钱， 为塔
尔德利许诺的年薪以及转会费都不
是问题。 此种局面下， 球队战绩或
将成为影响此次转会走向的关键。

据了解， 塔尔德利已经铁了心
要离开巴甲， 中超球队因为薪酬高
是他最有可能加盟的。 不管塔尔德
利最终加盟鲁能还是恒大队， 能够
在家门口观看现役巴西国脚踢球，
对中国球迷而言都是一件幸事。

中超劲旅恒大与鲁能的较量， 从场内延伸到
了场外。 12月30日， 山东鲁能队主帅库卡证实，
恒大与鲁能同时看上巴西球员塔尔德利———

选外援， 恒大鲁能杠上了
本报记者 王亮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4153 9 4 5 3 5 2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8421806.08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356 7 8 6
排列 5 14356 7 8 6 8 9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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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0 朱婷（排球）
20岁， 中国女排时隔

16年重回世界女排锦标赛
决赛， 主攻手朱婷功不可
没， 虽然决赛中国队不敌
美国队， 但朱婷以最佳主
攻的身份入选世锦赛7人
最佳阵容。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NO.9 陈盆滨 （极限
马拉松）

36岁， 在今年11月20
日结束的南极100公里极
限马拉松赛中获得冠军 ，
成为中国首位成功征服七
大洲极限马拉松的运动
员。

NO.8 姚金男（体操）
19岁，中国体操“一姐”在仁川亚运会

包揽高低杠、自由操、个人全能、女子团体
4项冠军， 并在体操世锦赛夺得高低杠冠
军。

NO.7 林丹（羽毛球）
31岁，凭借仁川亚运会男单冠军，实现

个人职业生涯第二次大赛全满贯。

NO.1 李娜（网球）
32岁， 澳网决赛击败西布尔科娃，收

获第二个大满贯，成为首位夺得澳网单打
冠军的亚洲选手。世界排名高居第二，创造
亚洲网球选手的最高单打排名纪录。

NO.2 宁泽涛（游泳）
21岁， 在仁川亚运会上横空出世，获

得4枚金牌， 并以47秒70的成绩打破男子
100米自由泳亚洲纪录， 随后又在全国游
泳锦标赛上以47秒65改写了这一纪录。

NO.3 张虹（速滑）
26岁，以距离冬奥会纪录仅0.19秒之差

获得索契冬奥会女子速滑1000米冠军，这是
中国队在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块速滑金牌。

NO.4 张继科（乒乓球）
26岁， 在男乒世界杯决赛中4比3险

胜队友马龙夺冠， 这也是新材料球时代
的首个男乒世界大赛冠军。

NO.5 杨浩然（射击）
18岁，这位“天才少年”1个月内 ，连

续在南京青奥会、 西班牙世锦赛和仁川
亚运会男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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