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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中国女乒在蓉封训

孔令辉：世乒赛夺冠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即将结束在成都

九里堤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内的封闭训

练，昨日，他们一行50余人前往都江堰北

街小学， 与那里的师生进行了一次欢快

的互动。 尽管中国女乒已经来到成都一

个多月， 不过直至昨日中国女乒主教练

孔令辉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并谈到月

底在东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

赛，他透露中国女乒的目标只有一个，那

就是“冠军”。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体坛漂流瓶

铁人三项世界杯5月决战金堂

2014年成都·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

赛将于今年5月10日-11日在金堂举行。

昨日下午，成都市体育局发布消息：与前

两届铁人三项赛相比， 今年的赛事规格

更高，为仅次于世锦赛的B级赛事，并列

入奥运会积分赛。届时，来自28个国家和

地区的120余名铁人三项运动员将逐鹿

金堂， 世界顶级选手的参与将大力提升

赛事的竞技性和观赏性。

据介绍， 成都金堂成为继北京昌平

申办2007年铁人三项世界杯赛后， 全国

第二个获得铁人三项世界杯举办权的中

国城市。 此次赛事经国际铁人三项联盟

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 由国家体育总局

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铁人三

项运动协会、四川省体育局、成都市人民

政府联合主办， 成都市体育局和金堂县

人民政府承办。 比赛项目包括铁人三项

世界杯赛、全国业余铁人三项积分赛。比

赛标准距离为游泳1.5公里、自行车40公

里、跑步10公里。之所以选在成都金堂，

是因为金堂在2012年、2013年连续举办

两届铁人三项赛， 得到了包括国际铁联

在内的广泛好评， 被中国铁协评为

“2012年度中国铁人三项运动协会最佳

赛区”，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2012年体

育竞赛优秀赛区”。如今，成都金堂已成

为我国西部地区铁人三项赛中心。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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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3年进入四川青年足球队至今，孙

博伟只在1998-1999这两年间离川到深圳队

踢过球，其他时间都是在为四川足球效力。在

1999年回川之后， 孙博伟又为四川足球坚守

了近15年，除短暂执教过当时的新川足外，其

他时间他都潜心基层， 为四川足球培养后备

人才。在此期间，孙博伟执教了两届四川全运

队，均带队打进了决赛圈。但现在，这位为四

川足球做出了巨大贡献的老臣将再度背井离

乡，对此孙博伟有颇多的感触，他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我原来的抱负就是要把四川足球搞

上去，但遇到一些现实的问题，所以才想出去

换个环境发展。”

离开前他站好最后一班岗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在去年率领四川

U20队征战全运会时，有不少中超和中甲的职

业球队来挖过孙博伟， 但由于全运任务在身，

他都一一回绝了。全运会结束后，四川力达士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与省足管中心合作，以四川

U20队为班底组建职业球队征战今年的乙级

联赛。从最开始，力达士就将孙博伟列为球队

主教练的头号人选，毕竟这支四川U20队是孙

博伟一手拉扯大的。但由于省足管中心希望连

续两届全运会都带队取得不错成绩的孙博伟

能继续担任新一届全运队的主教练，所以孙博

伟放弃了力达士的邀请，转而参加了省足管中

心全运队教练的竞聘。去年底，孙博伟还奔赴

全省各地为新一届全运队选拔人才。

就在外界认为孙博伟将再次开始“四年

磨一剑”的轮回时，他却意外地提出辞职，并

有意离开四川到贵州人和俱乐部培养苗子。

昨日， 孙博伟向成都商报记者解释了自己辞

职离开的动机：“我已经远离职业足球很多年

了， 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到中超的俱乐部去

工作，尽管只是带梯队的小球员，但这有提

升自己，开阔眼界的作用。”另外，孙博伟

也坦承待遇和环境也是自己离川的

一个原因，“我在四川全运队带队

的收入并不高，这次贵州人和

开出的待遇条件要好很多，

在为四川足球默默奉献了

这么多年后， 我也应该为自己和家庭考虑一

下了。”

据孙博伟透露， 他在今年年初就开始和

贵州人和进行了接触，并基本达成了一致。但

孙博伟并未马上提出辞呈， 他还是希望尽可

能地为新一届四川全运队留下一个好底子后

再离开。今年3月底孙博伟才给省足管中心的

相关领导提出了辞职的想法， 随后新一届四

川全运队在4月7日结束的全国青年联赛第一

阶段中取得了全胜战绩， 这相比起去年刚组

队时的难求一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这

种情况下，孙博伟认为自己有了交代，才下定

了离队的决心。

省足管中心仍希望留下他

虽然孙博伟已经计划好了离川行程，但

四川省足管中心方面却仍然希望能够留住

他，四川省运动技术学院副院长、省足管中心

主任蔡世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孙博伟的确

已经向我们口头提出了离队的请求， 但这件

事情还没有最终确定。说实话，现在四川足球

的好教练本来就不多，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

继续为四川足球效力。”当记者询问一旦无法

留下孙博伟， 省足管中心会考虑用谁来接替

他留下的空缺时， 蔡世民再次强调：“我们目

前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还是争取能够

留住孙博伟。”

不过孙博伟现在是去意已决， 他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我与省足管中心所签的合同在

去年全运会结束后就已经到期， 虽然随后我

又开始着手组建新一届的四川全运队， 但并

没有签署新的合同。 另外我的人事关系也不

在这边，现在档案还放在人才交流中心，所以

之前我和省足管中心只是聘用关系。 现在没

有合同约束， 我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未来的路

怎么走。”

按照孙博伟的计划， 他将在本月23日左

右与前川足球员孙晓轩一同前往贵州人和俱

乐部，就最后的合同细节与对方进行协商，如

果不出现什么意外， 孙博伟将会拿起贵州人

和梯队的教鞭， 而孙晓轩则将作为助手协助

他的工作。

●亚足联执委会昨日正式确定2018

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新赛制：最

后阶段的10强赛变为12强赛。 由于与世

预赛赛程发生冲突， 中国队将被迫放弃

将于明年6月举行的智利美洲杯。

●刘翔的教练孙海平昨天表示，目

前刘翔已进入专项康复阶段， 距离复出

还需要一段时间， 今年参加仁川亚运会

的可能性不大。

何鹏楠 整理

孙博伟决定在下周前往贵州人和俱乐部

商谈合同，在他离川前，成都商报记者对他进

行了专访。在对话中，孙博伟谈到了这些年来

的一些感悟， 也对去年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

全运会“辽沪2比2默契球”表达了自己的看

法， 还给他心目中最看好的几名球员留下了

自己的建议。

成都商报：

这次贵州人和俱乐部邀请

你去担任梯队主教练， 对方吸引你的是

什么？

孙博伟：

贵州人和也是中超的大俱

乐部，各方面都比较正规，从个人职业发

展的角度来说，那里的平台更高一些。

成都商报：

你执教过两届四川全运

队，两次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此期间，

哪一场比赛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孙博伟：

应该是去年全运会复赛的首

战，我们四川U20队在上半场0比3落后又被

罚下一名主力中卫的情况下， 连扳三球逼

平了这届全运会的夺冠热门浙江队， 最后

的扳平进球更是发生在全场伤停补时阶

段。这场比赛充分反映出我们球队的作风

和斗志，这些年来，球员和教练都太辛苦

了，球员流血、流汗甚至断腿；教练远离

家人长年都在外面，甚至连节假日都不

记得。所以说起这两届全运会的经历，

真的是有太多感悟。

成都商报：

去年全运会决赛阶段

小组赛最后一轮， 辽宁队和上海队打

出2比2的平局将四川队挤出四强， 赛后这场

比赛被认为有“默契球”的嫌疑，现在能再谈

谈这场比赛吗？

孙博伟 ：

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找了个

没人的地方， 和来看球的家人抱头痛哭了

一场。这么多年的努力，离四强也只有一步

之遥，但却这样被别人做下去，确实很难接

受，但我总不可能当着球员的面哭吧？不过

话说回来，这也要怪我们自己，如果前两轮

能赢下一场， 也不至于把命运交到别人的

手里。

成都商报：

你为四川足球培养了很多希

望之星，他们中你最看好谁？在准备离开四川

时，能给他们一些建议吗？

孙博伟：

我最看好的是贾天子、卢成、王

琪和李放。贾天子如果在葡萄牙有发展的话，

我希望他继续在那里踢下去， 这样对他的成

长会更有帮助。至于卢成他们三个，如果有一

个好的平台的话， 他们将来应该能成为四川

足球的栋梁。

成都商报：

接下来你将迈出全新的一步，

对于未来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吗？

孙博伟：

能在职业俱乐部中一步步往上

走当然是最好的，但这并不是我最看重的，我

希望的是能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工作。 另外

也希望将来能到国外进修， 之前曾有西班牙

方面的人士邀请我去学习， 但由于要带四川

全运队，我放弃了。今后会尝试通过经纪人去

联系，看能否有机会出国去深造一下。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林丹归来开门红

蔡赟紧追汤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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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女老总成俱乐部招牌

去年8月，四川力达士公司与四川省足管

中心合作， 以四川U20队为班底组建职业足

球俱乐部，并在今年征战中国足球乙级联赛。

这条新闻当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过多关注。

然而在今年2月，当这家乙级俱乐部与24岁的

美女演员艾如牵上关系后， 就立即吸引了来

自全国的关注目光。“24岁的演员艾如担任

四川力达士足球俱乐部董事长”， 成为当时

体育版块点击率最高的新闻， 也在风波不断

的中国足球圈丢下一枚闪光弹， 亮瞎了很多

人的双眼。

白富美、演员、足球俱乐部一把手，这些

复杂的身份集于一身， 让俱乐部投资人艾雅

康之女———艾如瞬间闪耀起了传奇的色彩。

不仅国内体育媒体纷纷约访， 就连英国的

《泰晤士报》也不远万里来到成都采访她。连

篇累牍的报道，在让艾如人气大涨的同时，也

让力达士的知名度水涨船高。 在昨日的比赛

现场， 现场的观赛球迷人数甚至超过了此前

成足在这里打中甲联赛时的人数。 而在艾如

本人的带领下， 球迷们的助威声更是全场不

绝于耳。这样的情况，很难让人想象四川力达

士仅仅是一支混在乙级联赛的球队。 就连对

手青岛中能的新闻官都不无羡慕地感慨说：

“你们四川队用艾如当球队的董事长， 确实

打出了一张好牌。”

“眼球经济”初见成效

正如很多球迷所说， 力达士能有如今的

知名度，无疑是托福于“美女老板”这张牌。不

过能打出这张牌， 也是俱乐部营销智慧的体

现。其经营者早就看出，在如今的足球圈，球市

无疑是一个球队考虑的第一位要素。而要达到

吸引球迷的目的，则必须要有噱头。因此，早在

俱乐部成立之前，四川力达士投资人艾雅康就

曾打出过一张牌———豪言“三年冲亚冠”。尽

管这张牌所达到的效果没能像如今这张“美女

牌”这样让俱乐部知名度瞬间暴增，但在短时

间内也引发了四川媒体以及球迷的热烈讨论。

随着昨日四川力达士比赛时的火爆场面

被放上网络， 也有球迷开始讨论力达士的这

种营销方式。有球迷表示，力达士的背后一定

站着一位营销大师，“各种吸引眼球的手段层

出不穷，而且效果明显不差，这种经营手段，

聪明啊。不仅俱乐部得到了宣传，艾如本人也

是知名度大增，双赢。”也有球迷断言，力达士

的营销肯定没完，“按照力达士此前的做法，

我敢肯定，他们之后肯定还会有动作。”

然而，对于一家足球俱乐部而言，策划宣传、

炒作热点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如能切实加强

一线队建设、夯实青训基础，同样不可或缺。

又讯

在昨日进行的另一场足协杯比赛

中，成都天诚队以1比2不敌丽江嘉云昊队，无

奈出局。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摄影报道

力达士：用“眼球”转动足球

四川力达士昨日0比3不敌青岛，美女老总艾如引爆全场

效力四川足球29年

孙博伟不干了

四川全运队主教练孙博伟提出辞职，省足管中心仍在挽留

尽管在昨日足协杯比赛中， 四川力达士足球俱乐部在都江堰

主场以0比3惨败于青岛中能队脚下，但这个结果似乎并没有引起

球迷们多大的不满。无论是赛中，还是赛后，球迷们的注意力都集

中在了力达士的美女老总艾如的身上。这样的情况，自然也让人对

力达士所创造的“眼球效应”赞叹不已。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专访孙博伟

全运被挤出四强

我与家人抱头痛哭

国安主场憾平

鲁能客场告负

从2比0到2

比2，在昨日进行

的亚冠比赛中，

北京国安在三分

钟的时间里，经

历了从天堂到地

狱的逆转。 在本

场比赛后， 北京

国安想要小组出

线， 只有一条路

可走： 下一场客

场对阵首尔FC必须取胜。在昨日的另一

场亚冠比赛中， 山东鲁能在客场以0比1

不敌武里南联，小组出线机会渺茫。

在昨日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广岛

主帅森保一表示， 自己在赛前就曾考虑

到了工体的“魔鬼主场”效应，“上半时

对手给我们非常大的威胁。” 正如森保

一所说，在整个上半场，国安完全占据了

场上的主动，包括在下半场初期，国安也

一度对广岛三箭的球门进行了围攻，并

先后创造了两粒进球。不过，在两球领先

之后，国安却松懈了下来，三分钟内被对

手两度偷袭成功，“好在下半时0比2之

后我们的队员没有放弃， 我们队员表现

出了非常顽强的拼搏精神与能力， 非常

感谢我的队员能够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下

扳平比分。” 森保一表示，“回到主场之

后，我们一定全力争取拿到3分。”

同样的结果， 对于国安主帅曼萨诺

来说，无疑是一个噩耗，“对于球迷来说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双方都打入

了两个进球，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结

果无疑是一个遗憾。不过，我对于球员的

拼搏态度感觉到很满意， 这也是国安在

亚冠联赛之中打得最好的一场比赛。”

尽管国安这场比赛的结果让人有些

遗憾，但与山东鲁能的表现相比，仍然是

天壤之别。 在上一场比赛主场2比4不敌

浦项制铁之后， 鲁能本场比赛在客场再

次以0比1负于泰国武里南联队。 很难想

象，这样一支在转会期花费了2亿左右的

豪门球队， 竟然会被一支泰国球队两回

合拿下4分。 主教练库卡在赛后解释称：

“我们踢得不错， 在炎热的天气下创造

了很多的机会， 球员的精神面貌非常

好。”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整理

孙博伟曾和范志毅并肩战斗

孙博伟

艾如昨日再次成为现场球迷关注的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