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马为了平衡队内最贵两大球星的关系

真是费尽了心思。 在当地时间贝尔首秀即进

球的翌日，即北京时间昨天傍晚，皇马在官网

宣布： 队内葡萄牙球星C罗已达成续约协议。

据西班牙媒体透露，C罗将与皇马续约5年，这

也意味着28岁的葡萄牙人会将剩下的职业生

涯黄金时期都献给 “银河战舰”。C罗的税后

年薪将高达1700万欧元， 他将成为世界上薪

水最高的足球运动员。

C罗选择跟皇马续约，还拒绝了摩纳哥的

一份丰厚的合约。 据法国媒体消息，C罗曾两

次与摩纳哥老板进行了会面。摩纳哥老板向C

罗开出年薪2000万欧元的高额年薪，但是C罗

选择了拒绝。在与皇马新合约的个人肖像权分

配方面， 此前的合同C罗拥有60%的肖像权而

俱乐部拥有40%， 这一次签署新合同C罗的肖

像权比重依旧超过50%，皇马俱乐部继续能从

C罗的广告费中收到经济回报。C罗的经纪人

门德斯在完成续约仪式后大赞C罗，“他比梅

西和内马尔更棒！ 他是球队中不可或缺的一

员，如果球队没有他局面将大不相同。”门德

斯还曝出猛料：皇马可能在冬季求购法尔考。

商标起源：

贝尔秀恩爱嗅出的商机

赛前，贝尔便对外界表达了渴望为皇马踢

首发的意愿。安帅顺从了贝尔的心，也满足了

亿万球迷的憧憬，本场与比利亚雷亚尔的联赛

之战，贝尔出任首发右边锋，得以完成皇马生

涯的处子秀。比赛第38分钟，卡瓦哈尔禁区右

侧底线附近横传门前，贝尔突然发力甩开防守

球员将球铲进了主队球门！首秀破门后，贝尔

成为继菲戈、罗纳尔多、贝克汉姆以及C罗之

后皇马处子战便收获进球的第5位巨星。

破门后的威尔士人在与卡瓦哈尔、 本泽

马、拉莫斯等新队友相拥庆祝后，也不忘与C罗

来个“最贵球员的拥抱”。空出身来的贝尔随

后向全世界的皇马球迷展示了自己招牌式的

心形庆祝动作。这个手势是贝尔2010年首次使

用，当时是在他在进球后两手手指弯曲、摆出

“红心” 造型以献给在看台上的女友艾玛的。

但是随着日后贝尔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进球庆

祝动作也成为了热刺及威尔士球迷最爱模仿

的动作。嗅觉灵敏的贝尔闻到了商机，他决定

模仿C罗的“CR7”商标，将这个心形手势与自

己的球衣号“11”一起注册成一个商业标志。

昨天， 成都商报记者在英国知识产权局

官网上发现，“11红心”这个商标被英国知识

产权局标号为“UK00002657917”，是贝尔于

今年3月26日申请注册的，并在随后获得审批

通过。 这个商标被规定主要附着在衣服、鞋

子、首饰等商品上。

“钱途”光明：

“11红心”将被进一步开发

贝尔不是第一位拥有自己商标的球星，之前

贝克汉姆曾注册过和妻子联名的“DVB”，C罗也

曾注册过“CR7”和“CR9”。据《每日邮报》介

绍，小贝的注册商标每年都为他带来2600万英镑

的收入，而C罗也能凭“CR7”赚得1300万英镑。

此外，梅西也曾注册过“M”商标。据6月17日出版

的《太阳报》估计，“11红心”将为贝尔带来1000

万英镑的收入。“随着贝尔名气的增长，这个商标

将像一台印钞机一样带给他如潮的财富。” 英国

体育营销公司rapport主管尼格尔·科里表示。

而随着贝尔从热刺转会到皇马这个更大

的平台上，这个“11红心”的手势将会更频繁

地出现在西甲和欧冠的舞台上， 其中蕴含的

商业潜质将会被极大地开发出来。 著名足球

游戏《FIFA14》即将在本月27号上市，制造商

EA公司官方近日放出了全新的欧版封面，原

本和梅西一起出现的贝尔是穿着热刺战袍，

如今他已经换上了皇马球衣。据EA公司透露，

贝尔进球后也将摆出经典的“11红心”标志。

贝尔的商业头脑来自于自己的经纪人巴

内特。在贝尔开始赚大钱之后，巴内特为贝尔

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80%的所有权属于

贝尔，20%的所有权属于他的父母。在贝尔以1

亿欧元的身价从热刺转会皇马的时候， 贝尔

父母每人也获得了100万欧元的签字费。目前

贝尔已经拥有两份代言合同， 一份来自阿迪

达斯，另一份来自英国网络转播商BT体育。

协议在先：

皇马使用此商标也要给贝尔钱

贝尔个人形象也是他的最大卖点， 由于长

相酷似《大话西游》里的至尊宝，贝尔在国内一

直非常有人气。据英媒统计，贝尔的肖像权收入

将为他自己每年带来300万英镑的收入。为了让

自己变得更好看， 贝尔还找时间做了耳朵整形

手术，在学校时，他的耳朵曾是大家开玩笑的对

象，为此还得了一个“壶把手”的外号。

在耳朵变得好看的同时，贝尔的发型也在

改变。来到皇马后，他修剪了两侧的头发，并将

头顶的头发往后梳， 现在他的外形非常时尚，

更像是名人了。在与C罗在皇马基地的初次会

面时， 原本只爱穿运动装的贝尔身着D&G� T

恤，腰上夹着LV包包，至少从行头上不输给葡

萄牙巨星。 不过手提的一个只价值5便士的塑

料袋还是让他的“吊丝”本质一览无余。

除了贝尔本人， 皇马也将从这桩转会上

赚得盆满钵满。据《阿斯》报透露，皇马预计

每年可以出售4万件贝尔的球衣，每年从贝尔

身上获得的商业收益将达到400万欧元。《马

卡》报之前透露，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与市场

总监何塞·桑切斯在签下贝尔之前就已经在

制定商业运作计划。在卡卡离开之后，皇马在

中国以及南美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削弱， 这也

迫使皇马在商业上开拓新的市场。 不过据双

方之前的协议， 即使皇马要在其官方产品上

使用贝尔的“11红心”商标的话，也要给威尔

士人交钱……

“詹皇”大婚 记者干瞪眼

北京时间昨日， 据美联社报道，

NBA球星詹姆斯在加州圣迭戈的一家

酒店正式迎娶相恋13年的未婚妻萨瓦

娜·布伦森。詹姆斯雇佣了强大的安保团

队，不仅嘉宾受到严格保护，也不允许记

者进入报道。

詹姆斯的婚礼从北京时间昨日开始，

为了保护自己以及朋友的隐私，婚礼没有

对媒体开放，同时他还特别雇佣安保来防

止婚礼现场被曝光。 婚礼的地点也都被

帐篷遮盖着， 媒体动用直升机也无法窥

视婚礼的整个情况。 虽然有记者弄到了

婚礼邀请函的复印件，但还是无法进入婚

礼现场。据透露，大约有两百名宾客受邀

参加了婚礼， 一名婚礼的见证者匿名接

受了采访， 但他所能提供的消息也仅此

而已。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整理

“成都五人足球联盟冠军杯赛”开战

不熟规则 预赛首轮争议多

上周六和周日，首届“成都五人足

球联盟冠军杯赛”预赛首轮比赛在该联

盟的11个五人制球场打响。 成都五人足

球联盟会长邹侑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我去看了几场，竞争十分激烈，有的比

赛还打得非常火爆，差点打起架来。”

据邹侑根介绍， 这次比赛是按正规

五人制足球比赛的规则来进行的， 而参

赛的70多支球队、 上千名球员中不少人

对五人制足球的规则不甚了了， 这导致

双方往往会因为对规则的理解不同而发

生争执，“比如五人制足球任何时候都

没有越位这一点很多人也不了解。 这就

让比赛出现了很多争议场面， 好在大家

都比较克制，没有真的打起架来。”邹侑

根表示，比赛前联盟就规定，球员得一张

黄牌将从球队的保证金中扣除30-50

元，一张红牌扣除100-200元，这显然对

各队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邹侑根认为经过第一轮的适应之后，

接下来会有所好转，“我们举办这个比

赛，就是为了让更多人能了解和喜爱五人

制足球。很多球员通过比赛，能从不懂规

则到熟悉规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据悉，本次比赛将根据各个球场的情

况，在5天到两周之内结束预赛，每个球场

的冠军除了将得到2000元的奖金外，还将

进入到10月中旬在20号足球公园进行的

总决赛， 总冠军将获得10000元的奖金和

代表成都与香港、澳门、广州的五人制球

队切磋的机会。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农家乐铁人三项”成都上演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博）

抓跑山鸡、

推鸡公车、滚南瓜，这些都是田间地头的

乡土运动， 但当这三项运动结合在一起

就有了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农家

乐铁人三项”。昨日，由成都市体育局、

蒲江县政府和成都商报联合主办的这项

赛事在蒲江上演。 在家庭组和个人组比

赛中， 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不仅体验了

这项独特运动的魅力， 还获得了跑山鸡

和土鸡蛋这样特殊的奖品， 在运动中享

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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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小将林志坚攻入德甲首球

在前晚进行的德甲第五轮比赛中，

尽管汉堡队2比6惨败给多特蒙德， 但华

裔小将林志坚代表汉堡队首发登场，并

打入一粒世界波， 这也是林志坚在德甲

攻入的首粒进球。

出生于1991年的林志坚父亲是中国

香港人，母亲是德国人，2010年进入汉堡

二队。本赛季，从第三轮开始林志坚就获

得了首发位置， 第四轮他更是入选了

《踢球者》评选的当轮最佳阵容。昨晚与

多特蒙德的比赛26分钟， 林志坚左路拿

球后一脚20米开外的弧线球敲开了多特

门将魏登费勒的大门， 在自己的第14场

德甲联赛， 林志坚终于收获了第一个进

球。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成都业余篮球赛精彩落幕

昨天下午，首届圣沅房产杯·人保杯

三人制篮球挑战赛在成都后花园篮球广

场落幕。本次比赛为期2天，有35支球队

参与角逐。决赛在“草上飞”队和“微

信”队之间展开，双方一直打得难解难

分，最后9秒钟双方不断的犯规、发球、抢

投3分……9秒钟的比赛，整整打了3分钟

才结束，让不少观众感叹，这场业余篮球

赛真是打出了NBA的味道。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一个是香港鬼才导演徐克， 一个是巴蜀

鬼才魏明伦， 两大才子成都对话会有什么样

的智慧火花？今天下午，成都商报文化新闻部

主办的“商报文化名人大讲堂”第14期，将迎

来徐克、魏明伦两大才子的首次成都对话，活

动地点是星美国际影城环球店（高新区天府

大道北段1700号世纪环球购物中心4F）。

徐克导演的3D电影 《狄仁杰之神都龙

王》（以下简称《神都龙王》）将于9月28日公

映，今天下午，徐克将带着电影剧组众主创来

成都举行提前看片会，并做客“成都商报文化

大讲堂”和本报征集的影迷举行“仙侠如梦

长袖善武”观影活动。转发@成都商报官方微

博并@� 三个好友， 就有机会获得观影票两

张。受成都商报邀请，导演徐克与影迷面对面

交流的同时还会与“巴蜀鬼才”魏明伦在星

美国际影城环球店论剑武侠。 对于此次与徐

克对话，魏明伦表示：“非常期待！虽然我比徐

克出道早， 但是我对他拍摄的电影尤其是武

侠电影非常喜欢。我会看完徐克新片《神都龙

王》，再与他深入聊聊武侠。”

徐克接受采访时说，4年前《通天帝国》就

想拍成立体电影， 但当时技术条件并不成熟，

此次通过《神都龙王》终于完成心愿，而该片

也成为首部进入水下拍摄的华语立体电影。徐

克说，《神都龙王》从影片内容出发，让立体技

术为内容服务。据介绍，影片故事发生在唐高

宗时期，青年狄仁杰（赵又廷饰）前往大理寺

任职时，卷入水怪劫掳案，睿姬（杨颖饰）昔日

情郎元祯（金范饰）成了破案的关键，狄仁杰

协同尉迟真金（冯绍峰饰）、沙陀忠（林更新

饰）共同追查此案。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作为《中国好声音》导师之一，被媒体

戏称为“梦想专业户”的汪峰表示，“梦想对

于年轻人来讲更加重要”。 在他看来， 保有

“梦想”，并不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汪峰对

于梦想和自我态度的坚持，将更多人日益钝

感的内心重新点燃、擦亮。

2013年，汪峰载着他的梦想，行走2万公

里，开启他15座城市的巡演。而在这背后隐

藏着一串惊人的数字：18年的坚持，9张专

辑，130首歌曲，40947字歌词，所有词曲一手

包办，10次最佳专辑，20次最佳男歌手的肯

定，82个音乐奖项，120场音乐节……这不是

一个普通的歌手能够完成的里程，这是一颗

强大的心，长年累月的坚持不懈！对于一个

40多岁的歌者来说，要保持音乐“怒放”的

感觉需要多大的勇气？ 汪峰却向我们宣告：

“我可以唱到70岁”。对他而言，唱到很大的

年龄才是真正的目的和梦想，这才是摇滚的

精神、音乐的灵魂。

顶级设备助阵，歌迷热捧，票房火爆，历

经上百场巡回演出，汪峰演唱会已形成个人

品牌。“存在” 北京演唱会开票当日就卖出

百万的喜人销量，2013年上半年广州、杭州、

武汉、天津等城市也场场爆满。随着2013汪

峰“存在”超级巡回演唱会在全国范围内的

迅猛蹿火，10月19日， 汪峰将带着他的百人

制作团队降临成都体育中心，即将掀起一股

音乐热潮，歌迷火热指数持续升温。

目前，主办方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汪峰

成都演唱会的筹备中。据主办方透露，此次

演唱会将把重点放在音乐本身，因此不惜花

费重金放在演出设备的投入上，力求打造最

完美的现场效果。 本次演唱会火热售票中，

最低价票为180元，最高为1280元。听过汪峰

演唱会的人都知道，无论票价高低，都是超

值。

（陈谋）

演出时间：

2013

年

10

月

19

日晚

8:00

；主

办方：北京丰华秋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演出

地点：成都体育中心；演出票价：

1280

、

1000

（

580x2

）、

880

、

600

（

380x2

）、

580

、

380

、

280

、

180

；票务总代理：永乐票务

4006228228

；官

方指定唯一团票热线：

4000089183

今日，

看徐克魏明伦论剑武侠

做客“成都商报文化大讲堂”，两大才子首次成都对话

汪峰告诉你“梦想”是什么

贝尔昨晨西甲首秀就获进球 大圣标志性手势“11红心”新赛季将红遍全球

一颗红心 千万英镑

经成都商报记者核实 “11红心”商标已被英国知识产权局审批通过

“贝尔的身上，终于开始有了皇马的印记！”《阿斯》报感叹。千

呼万唤中， 贝尔的皇马生涯处子秀昨晨终于在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

西甲比赛中到来，背负着一亿欧元身价（注：德国转会市场网数据）

与实力不符的各种质疑，威尔士人用一粒进球的表现予以回击。大圣

的“西行之路”就此起步。

与大圣同时起步的，还有他不菲的商业价值。昨天的进球到来之

后，虽然贝尔谦虚地和几乎每一位队员一一拥抱，但他最重要的事还

是秀出“11红心（Eleven� of� Hearts）”手势。这个手势，是贝尔今

年3月专门前往英国知识产权局注册的， 有望为他带来每年超过

1000万英镑的收入。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综合报道

贝尔

首秀破门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足坛第一高薪 C罗与皇马续约5年

数说“11红心”

上赛季在英超，贝尔秀出

了

26

次“

11

红心”的手势，

这是因为他攻入了

26

个进球。

为了让自己的注册商标不

会遭到破坏，贝尔在与皇马

商谈转会事宜时， 专门叮嘱经纪人

巴内特， 一定要向弗洛伦蒂诺申请

到皇马的

11

号球衣。

贝尔并不是惟一一位爱

用心形手势庆祝进球的

球员。球星中用此手势的

还有他的队友迪马利亚， 贝尔的到

来不但抢了阿根廷人的位置还抢了

他的手势。此外，前

AC

米兰射手帕

托也用心形手势庆祝进球。

26

次

11

号

3

人

足坛战报

意甲

国际米兰

1

比

1

尤文图斯

那不勒斯

2

比

0

亚特兰大

都灵

2

比

2AC

米兰

佛罗伦萨

1

比

1

卡利亚里

维罗纳

2

比

0

萨索洛

拉齐奥

3

比

0

切沃

利沃诺

2

比

0

卡塔尼亚

乌迪内斯

1

比

1

博洛尼亚

西甲

巴萨

3

比

2

塞维利亚

比利亚雷亚尔

2

比

2

皇马

莱万特

0

比

0

皇家社会

格拉纳达

0

比

1

西班牙人

英超

埃弗顿

1

比

0

切尔西

德甲

多特蒙德

6

比

2

汉堡

霍芬海姆

2

比

1

门兴

邹侑根（右）现场督战

年过

40

的汪峰激情依旧

足坛十大高薪

(

单位：欧元

)

排名 球员 年薪

1 C

罗

(

皇马

) 1700

万

2

梅西（巴萨）

1600

万

3

伊布 （圣日耳曼）

1400

万

4

法尔考 （摩纳哥）

1400

万

5

蒂亚戈·席尔瓦（圣日耳曼）

1200

万

6

阿扎尔（切尔西）

1140

万

7

鲁尼（曼联）

1120

万

8

范佩西（曼联）

1120

万

9

亚亚·图雷（曼城）

1120

万

10

贝尔（皇马）

1100

万

数据来自《米兰体育报》

皇马版“

11

红心”

威尔士版“

11

红心”

热刺版“

11

红心”

生活版“

11

红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