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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业余高尔夫赛

首设“超越奖”

成都商报讯（记者 盖源源）

昨天，

成都业余高尔夫积分排名赛积分赛第三

轮在四川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开杆。为

了鼓励选手在第三轮赛出水平， 向自身

最佳成绩发起挑战， 昨天比赛前组委会

特设了“超越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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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李晶发自雅加达

近日，西班牙《马卡报》报道贝尔患有

“腰椎间盘突出症”，有可能导致本赛季报销

的消息后，外界都在讨论皇马为其付出的1亿

欧元转会费会否打了水漂。 而皇马方面继10

月12日官方辟谣称《马卡报》的报道是完全

错误的， 贝尔只是出现足球运动员常见的轻

微“腰椎间盘膨出（即腰椎间盘突出的最初

表现形式）”现象，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日前

接受了《点球点》的独家专访，再次怒斥了贝

尔“腰伤门”的传闻。

弗洛伦蒂诺表示：“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

一篇文章出现？不仅毫无事实根据，并且是彻

头彻尾的捏造！首先必须要强调，俱乐部官方

已经就贝尔的伤病给出了医疗报告，媒体应该

尊重官方的通告， 其次我已问过俱乐部队医，

没人接受过那家媒体的采访，同时我也询问过

了我的许多医生朋友，同样也没有人和那家媒

体谈过。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些人到底为什么编

这些故事，是为了伤害贝尔？是为了伤害皇马？

还是为了伤害我？”随后皇马主席披露，皇马正

在收集证据准备与《马卡报》打官司，另外他

指出，俱乐部给贝尔购买了价值9100万欧元的

伤病保险，“可我们现在并不会启动保险条款，

因为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另外，西班牙《机密

报》援引皇马医疗团队的话称，贝尔将在本月

26日与巴萨的“国家德比”中以120%的状态复

出，以证明自己完全没有受腰伤所困。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近几个月来的张艺谋可谓春风得意，

签约新电影公司做挂名的老板，还找来老

情人巩俐出演新片《归来》。与台前的风

光相比，五个月前那场闹得轰轰烈烈的超

生事件已经几乎无人提起。

今年5月初，张艺谋被曝“至少有7个

孩子或面临1.6亿超生罚款”。江苏省无锡

市计生委曾表态，称对张艺谋“超生”一

事已开展调查。现在时间过去了5个多月，

无锡计生委查 “超生” 依然没有任何进

展。 成都商报记者这5个多月来不定期打

电话询问无锡市计生委政策法规处郭处

长， 郭处长给出的回复都是尚在调查。日

前记者再次致电郭处长， 对方依然表示：

“还没接到下面反馈回来的情况。”

当被问及过了如此之久，迟迟不公布

处理结果是否违反了国家相关规定时，郭

处长依然是那一句，“没有接到相关进展

的情况报告”，随后便挂断了电话。市计生

委说没有收到下级单位的反馈，记者就又

致电无锡市滨湖区计生委，一名接听电话

的女子称负责此事的蔡科长开会去了，人

不在办公室。记者想了解关于张艺谋超生

事件的调查结果，对方表示不知道，“这个

事只能问蔡科长。”

超生事件曝光之后，张艺谋消失了一

阵子，直到加盟新东家乐视影业并高调复

出拍文艺电影《归来》。不过在这之后，张

艺谋本人没有针对这个事做出任何回应。

如今张艺谋率领《归来》剧组在北京西郊

完成了部分外景的拍摄。随后，剧组在国

庆期间转场唐山，拍摄了由陈道明饰演的

男主角陆焉识回国后的一些戏份。 这之

后，剧组再次回到北京，准备在津京地区

完成接下来的拍摄工作。记者从乐视影业

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他们很少见到张艺

谋，至于陈婷，自从5月被媒体曝光后就再

也不见踪影。

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

这些大明星

当年也跑过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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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审焦点

昨日，中央电视台今年寄予厚望的公

益性综艺节目《梦想星搭档》在北京举行

发布会，齐豫、萨顶顶、常石磊、程琳和古

巨基以及主持人撒贝宁、曾宝仪也一齐亮

相。不过，受沸沸扬扬的“汪章恋“影响，

在接受媒体采访环节，唯独此前和章子怡

传出恋情的撒贝宁缺席，让等着采访他的

记者们落了空。

（邱峻峰

)

钱律师认为， 本案可以引发相关很多思

考。“电视台为了吸引眼球， 设计的一些环节

有不谨慎之处。特别是“砸宝环节”给社会传

导的东西是值得探讨的。 很多民众会误认为

凡是‘假’的东西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就应该

把它砸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很多东西是

真是假，由于认识的局限，一开始不容易做出

客观真实的判断。一来就把它砸了，很可能伤

及到文物， 无论是作为文化价值还是经济价

值，都会受损。错误的传播不利于传统文化的

传承和文物的保护。另外，什么样的专家有资

格对文物做出鉴定，这是一个乱象。”

昨天，人民网在报道中称，王刚砸宝事件

引发强烈关注，背后的原因正是近年来国内电

视鉴宝节目在取得火爆收视率的同时，曝出鉴

定流程不严谨、找托上节目等一系列问题。目

前适逢《文物保护法》面临修订之际，此次法

院受理付常勇诉北京电视台、王刚一案，通过

司法程序解决争议，既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也

有利于规范国内鉴宝节目、鉴定行业与文物保

护。由此看来，京城砸宝第一案无疑具有重要

意义。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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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商报记者采访，2012年10月28日

期《天下收藏》节目中，来自河北的中医大夫

付常勇作为持宝人登场， 展示了一对甜白釉

压手杯，被当期三位鉴赏家鉴定为现代仿品，

主持人王刚挥动瓜棱大锤将其中一只砸毁。

付常勇对该结果不服， 认为自己的藏品在节

目录制前后经过专业鉴定机构仔细鉴定，结

论均为价值不菲的真品，而《天下收藏》不负

责任， 仅凭三位鉴赏家节目现场短时间远距

离目测就将藏品误认为赝品砸毁。

14日的庭审是本案首次正式开庭。 经原

告申请，梁亚力、王治国两位专家作为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出庭， 就原告的瓷杯整器及两

片瓷片的年代判断等问题提出了专业意见，

认为原告的整器及瓷片系明代中期成化至嘉

靖期间所造的寄托款器物，并非现代仿品，而

是明朝之前的“古代仿品”，而古代仿品同样

具有文物价值。

王治国就被告提供的翟健民、王春城、拉

达（当期节目给出鉴定结果的三位专家）三

位鉴赏出具的鉴定结论中“类似器型只自清

康熙时期才出现”、“暗刻龙纹过于生硬呆

板”、“胎质过于粗杂”的观点逐一进行了驳

斥；梁亚力随后发言，用科学方法分析了从整

器及瓷片上检测到的自然老化痕迹， 并现场

展示了使用科学仪器检测自然老化痕迹的过

程。昨天成都商报记者多次联系这两位专家，

均被谢绝。原告已申请法院通知翟健民、王春

城、拉达（外籍）三人作为证人出庭，但上述

三人并未到庭。截至记者发稿时，主持人王刚

对此案尚未做出回应。本案将择期继续审理。

“砸宝风波”升级 王刚成被告

“京城砸宝第一案”开庭，出庭专家证人否定《天下收藏》鉴定结论

东方卫视王牌节目《中国达人秀》第

五季已于近日宣布启动。昨日，正在云南

拍戏的赵薇发微博称遇到追尾引发网友

关注，成都商报记者联系采访时问及达人

秀评委一事，终于得到了肯定回答：赵薇

要做达人秀评委了！

赵薇谈到评委这一新角色时说，“我

希望做每一件事它都是有趣的，对于一个

像《达人秀》这样的节目，我觉得需要给

观众传达的东西也应该是有趣、 有意思

的，然后给大家一些开阔的眼界和想法”。

（任宏伟）

赵薇正式加盟《中国达人秀》

原告方钱卫清律师透露，14日庭审的三

个焦点为：被砸的这个杯子是不是现代仿品，

“现代仿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谁有权力和

资质来为这些藏品做出鉴定； 节目组与持宝

人签订的所谓“生死文书”是否具有法律效

力，“砸宝”之后，节目组、电视台包括主持人

王刚能不能免责（免去民事责任）；北京电视

台和王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有什么样

的过错，为什么必须要承担连带责任。

王刚和北京电视台也分别委派律师到

庭， 他们的观点和之前的庭前会议时间表达

的观点一致， 即认为被砸的甜白釉压手杯是

现代仿品，鉴定没有错，给出鉴定意见的几位

都是这方面的专家、经纪人，具有一定的权威

性，也有“生死文书”，可以免责。

钱律师说，在这之前，原告付常勇对此非

常气愤，当时整个节目做下来之后感觉“被忽

悠了，被欺骗了”。钱律师表示，当天在庭审

上， 原告方邀请相关专家证人对被砸后的瓷

杯残片进行了三位一体的鉴定，“做出鉴定和

作证的流程、演示、对比，是科学严谨的，是一

个完整的鉴定过程”。同时，这两位专家也是

具有相关鉴定资质的， 而之前节目中请到的

三位专家都不具备鉴定资质。

钱律师更透露， 在涉及文物案的民事审

判里，邀请专家证人出庭演示、鉴定，这是国

内首例。“这也是本案的一个亮点， 以科学说

话，以专家说话，以历史文献说话。”

藏品真假，谁说了算

王刚真的砸错了“宝贝”？

“张艺谋超生”成悬案

曝光近半年仍在调查

央视打造明星公益节目

京城砸宝第一案引发思考

日前， 美国著名的汉学家，2012年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

浩文在京接受了媒体采访。据透露，葛浩

文正在翻译刘震云的两部作品《我不是潘

金莲》和《我叫刘跃进》，另外贾平凹的

《废都》和《高兴》也正在商量。说到今年

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葛浩文表示“这对

我来说，一点也不意外。”

莫言得奖一年来，在欧美文学界的影

响有什么变化？葛浩文说：“莫言之前的作

品，在美国出版的就很多，他得奖后影响

更大那是必然的，但是再过一年，再说莫

言，可能大家就会问谁是莫言？”在葛浩文

看来，莫言不会英语是营销的短处，“他去

欧洲美国都要有翻译跟着，所以出版社不

愿意花钱请他来。”

据《北京青年报》

莫言作品英译者葛浩文：他不会英语是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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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刚当场砸掉了付常勇带来鉴定的瓷器

恒大残阵战平辽足

埃神染红下场

广州恒大昨晚在客场与辽宁宏运队

的中超第25轮补赛中1比1战平。 由于已

提前夺冠，且有多名国脚离队或受伤，恒

大排出三大外援带大部分替补的阵容，

而保级无忧的辽宁宏运队也没用全主力

出战。不过比赛过程却并没不平淡，第30

分钟辽足取得领先，8分钟后孔卡被倪玉

崧绊倒， 埃尔克森为孔卡出头与辽足球

员推搡成一团，场面陷入混乱之中，甚至

连里皮也冲进场内劝阻埃尔克森。 最终

裁判各打五十大板， 将埃尔克森和倪玉

崧罚下。 下半场黄博文的进球帮助恒大

追平比分。昨晚，巴西国家队在北京鸟巢

进行的热身赛中2比0击败赞比亚队，奥

斯卡下半场打破僵局， 随后内马尔助攻

德德进球锁定胜局。

又讯

国际米兰主席莫拉蒂昨日表

示已同印尼大亨托希尔签署俱乐部股份

转让合同。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科比场边抢戏 库里突发神威

昨晚，2013NBA中国赛北京站的比

赛在五棵松体育馆结束， 勇士在末节打

出小高潮，以100比95逆转湖人，取得中

国赛的首场胜利。

当一身黑色西装的科比亮相时，他

一句中文的“你好”博得了现场山呼海

啸般的热情， 当现场镜头切换到坐在场

边观战的科比时， 现场球迷再次爆发出

高分贝尖叫。科比不能出战，在上赛季季

后赛因“三分雨”人气飙升的库里成为

昨日赛场上的最大明星。 不过库里状态

欠佳，三分球频频不中。在比赛的最后一

段，库里终于找回了手感，在末节连续两

次命中超远三分， 帮助球队以87比84反

超比分。此后，勇士将比分优势保持到比

赛结束，以100比95取胜。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综合报道

贝尔赛季报销？

皇马主席：彻头彻尾的捏造！

在昨晚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央视记者询

问里皮前往国家队与傅博沟通是否对其造

成了影响，这让傅博十分尴尬，在冷场几秒

钟之后他才拿起话筒回答：“我本身就是代

理教练，谁来做主教练都可以。”广大球迷都

认为，虽然将国足本场丢分的责任完全归咎

于傅博有失公允，但他和里皮之间的差距还

是显而易见的，要让国足水平真正得到质的

飞跃，还是必须要得到像里皮这样大师级教

练的指导。

傅博VS里皮

临场指挥不在一个档次

在新闻发布会上，傅博将球队表现不佳

的原因归结于球员在多次把握机会未果的

情况下心态失衡以及湿热天气带来的影响，

不可否认这些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昨晚

的比赛也暴露出傅博本人最大的问题———

临场指挥欠佳和不能及时有效的换人。

傅博在昨晚派出的首发阵

容就首先值得商榷， 将郑智拉

回到中卫位置固然可以稳固防

守， 但刘建业和杨昊组成的双

后腰都是工兵类型， 这也让两

大后腰在上半场无法给进攻提

供有力支持。 傅博也看到了这

个问题， 不然也不会在中场休

息时用冯潇霆换下刘建业、让

郑智回归中场。 但这时比分是

国足1比0领先， 在印尼队下半

场必然投入更多进攻兵力的情

况下，让才复出不久的冯潇霆取

代郑智，导致国足在防守上的硬

度下降了很多。在国足的那个

失球中，防线无论是在争抢

第一点还是保护第二

点上都犯下了致命

的失误， 这也说明

傅博的这次换人没

有考虑到比赛

进程中的实

际情况。

随后傅博用姜宁换

下张稀哲以及郜林换

下王永珀都没有收

到实际效果， 其中

换上郜林是在丢

球之后的被动换

人，从场上的一个

细节就可看出当

时郜林并没有做好

充 分 的 上 场 准

备———在郜林走到场

边准备登场时， 却被第

四官员告知球袜不符合规

定， 要求重新回到替补席上

更换球袜，这样一来就浪费了4分

钟的宝贵时间。这样低级失误，应该是

不可能在里皮及其教练组身上出现的。

而反观里皮， 被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就

是他在多场比赛中所展现的高超指挥艺术的

如神来之笔的换人，广为流传的“下半场的

恒大惹不起”定律就是因为里皮对球队的调

整太及时，也太强悍了，正所谓“里皮一换

人，恒大就进球”。此前恒大在亚冠半决赛客

场对柏太阳神时，在一球落后的不利局面下，

里皮的三次换人和变阵再次收到奇效。 相信

包括傅博在内的国产土帅们也会煞费苦心地

去研究里皮的临场指挥和换人， 但这不是看

电视就能够学会的， 这是无数经验的累积和

阅读比赛能力所造就的，既然学不会，那就只

有把里皮请来。

傅博VS里皮

国足训练缺少竞争力

在昨晚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曾有记者

向傅博发问：“国足球员在本场比赛中到

底是态度问题，还是体能问题？”傅博选择

了不予回答。 成都商报记者曾在现场多次

观摩过傅博和里皮对各自队伍的训练，此

发现两者训练确实有

差距！

当成都商报记

者回想起国足上周

在广东清远的集

训，似乎昨晚国足

糟糕的表现不难

被接受。在清远，国

足曾进行过花样繁

多的战术演练，以及

位置各异的小范围配

合， 光看训练的场面似

乎涵盖甚广， 而从最终结

果来看， 好像也都能取得进

球，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花式

射门”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无疑给了人

一种“国足配合异常熟练”的错觉，但这都

是在没有防守球员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怎

么打怎么有。

尽管傅博为了增强对抗意识， 也曾在后

来安排过7对7的队内对抗赛。 但在这为数不

多的两三次对抗赛中， 球员们都表现得极其

“文雅”，防守也仅仅存在于出现在对方面前

拦住传球路线，别说铲球，就连出脚抢断都很

少看到， 这似乎也能解释国足为何在正式比

赛时会如此乏力。

而成都商报记者此前也曾在恒大的媒体

开放日中现场观看了里皮的训练，同样是7对

7的对抗赛， 恒大的内部比赛火药味十足，不

时能看到飞铲场面， 而球员们似乎也对这样

的情况见惯不惊，应对自如。而在进行战术演

练时， 每个接球队员的身边也都会有人对他

进行贴身防守。纵观恒大的整个训练场面，几

乎都是为实战服务， 两相比较之下， 高下立

判。尽管都是90分钟，国足的训练质量确实无

法与恒大相比， 傅博所制定的训练计划或许

能够应付一些无关痛痒的比赛， 比如东亚杯

和友谊赛，但真到了拼刺刀时，我们才发现，

这也许只是花架子。

下课时间？

上课时间？

球迷：刚刚开始爱，马上被伤害！

国足昨晚惨淡收获平局，引发广大球迷对国足帅位的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