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哎！婚礼都准备好了

麦克罗伊却与沃兹分手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昨日报道，高尔

夫球星麦克罗伊宣布将取消他与网球明星

沃兹尼亚奇的订婚， 并表示一切问题都在

自己身上，“现在除了结束两个人的关系

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了， 我想这对两

个人都好。”

麦克罗伊与沃兹尼亚奇都是各自领域

的佼佼者，两人都曾排名世界第一。而这对

金童玉女的恋情也一直受到众人的关注，

两人原定于今年8月份举办婚礼，地点在美

国纽约，甚至已经邀请了很多名人参加，其

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沃兹尼亚奇也

无数次地在媒体面前秀出自己的 “鸽子

蛋”订婚戒指，然而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

对于“悔婚”，麦克罗伊毫不犹豫地将

错误归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一切的错误

在我， 因为直到准备邀请参加婚礼的嘉宾

时， 我才意识到我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进入

婚姻。我希望卡洛琳能够幸福，感谢我们在

一起的美好时光。”而关于今后的打算，麦

克罗伊表示，“今天我只想全身心投入高

尔夫，做好它。”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整理

“哟，你也来了啊！”昨日，在国家体育场

“鸟巢”的观众看台上，成都商报记者意外见

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成都资深跑友、 成都

跑步公园俱乐部创始人之一王超。

这些年，王超经常天南地北地征战马拉

松赛，没有想到他竟带着妻子到北京来看比

赛。“专程为比赛来的吗？”王超回答说：“是

的，我们上周日从成都飞上海，看完当天的

上海钻石赛，然后就坐高铁到北京来看挑战

赛了。”

前天下午到北京后，王超可没歇着，换上

跑鞋在入住酒店附近一跑就是十几公里。昨

天上午， 王超又出去跑了14公里，“感觉北京

的含氧量比成都要高些，跑起来很舒服，不过

就是太晒了，晒得皮肤疼。”王超说，无论去哪

里，跑步都是停不下来的。

为了看这两场比赛， 王超早早就在网上

买好了比赛门票，“买的都是最贵的， 上海的

花了1180元，北京的花了360元。”到了上海，

王超才知道， 其实可以不用花原价买比赛门

票的，“场外有很多黄牛党， 最后票价低了近

10倍。以后就有经验了！”王超说，这次对他来

说也是世锦赛的“预演”，明年田径世锦赛期

间他会一直守在现场看比赛，“如果明年不到

现场看，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昨晚，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鸟巢”又一

次迎来了世界大赛———2014年国际田联世界

田径挑战赛北京站。 作为国际田联的第二级

别赛事，又是明年田径世锦赛的“预演”，这

次挑战赛吸引了国内外上百家媒体的 “眼

球”，负责媒体报名统计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这次共有200余名记者报名

参与赛事报道，其中境外记者约30人。

不仅媒体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昨晚在现

场看到，开放的5万多个观众席位，几乎是座

无虚席，目测上座率达到了9成。同样在上周

举行的钻石联赛上海站，虽然刘翔不参赛，但

人气依然不错……这些都让人看到中国田径

市场走暖的趋势。

不过通过对各方的深入采访， 成都商报

记者发现，中国田径市场向好的背后，依然有

着难言的尴尬。

近观田径挑战赛北京站

上座率奇高 花钱买票者少

北京的气温，一路蹿升到32℃。不过走进

“鸟巢”，扑面而来的不是热空气，而是备感亲

切的熟悉感。北京奥运会已经是6年前的事了，

6年足以让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成长为聪明乖

巧的小学生。然而在“鸟巢”，时间似乎走得格

外慢，几乎看不出变化，尤其是在指定记者席

上，依旧粘贴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标识。

6年前，为了能够在“鸟巢”亲眼看一场

刘翔的比赛，很多人不惜重金从“黄牛党”手

中抢购门票。这一次，脚伤迟迟不能痊愈的刘

翔没有参赛， 不过前来看比赛的观众依旧不

少。考虑到安全等因素，本次世界田径挑战赛

北京站组委会没有开放最上层看台， 而开放

的第一、二层共有5万3千个左右的观众席位。

据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目测， 全场的上座率

达到了9成，这样的上座率在大型赛事中是十

分惊人的。

世界田径挑战赛北京站的门票价格共分

为四档，最低80元，最高360元。如此高的上座

率， 票房该有多火爆？“其实门票销售情况并

不算好。”本次世界田径挑战赛北京站组委会

秘书长、 北京市体育竞赛管理中心主任海振

文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说， 其实

这次真正卖出的票大概就1万多张。

“那其他观众都是怎么进来的呢？”面对

成都商报记者的追问，海振文坦言：大多数都

是以赠票的形式向北京市社会各类人群发

放，“比如北京的中、 小学

校，还有高校等。平时进一

次‘鸟巢’也得花50元购

买参观门票，现在我们以这

样的方式邀请大家免费来观

看比赛，很多人还是愿意的。”

远观钻石联赛上海站

上座率好了 赞助商走了

无独有偶， 在上周末结束的国

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的比赛也面

临着类似的问题。这几年，上海成功将

赛事级别从之前的黄金大奖赛升级为钻

石赛，然而，票房和赞助商依旧是组委会

不太愿意提及的话题。

成都商报记者日前从上海钻石联赛组委

会了解到，无论有没有刘翔参赛，上海钻石赛

这些年的上座率一直还不错，观众基本维持在

3万人左右，有时会更多。据了解，目前还算不

错的上座率是由田径迷自主购票、赞助商权益

门票和行政手段组织学生观赛等几部分组成。

也就是说，自己花钱买票的观众只是其中的一

部分。 孙海平曾表示：“不管是自己买票还是

别人赠票，能让更多人到现场看了田径比赛，

很有意义。走进体育场就是一种进步！”

不过，主要尴尬是难以逃避的，尽管上海

钻石联赛已经是国内举办年头（10年）最长、

邀请明星级别最高、 观众参与最多的田径赛

事，但仍不能让组委会把这个“钻石”卖个好

价钱，票房上赚不到钱，赞助方面也不十分理

想。上海站除了在2012年得到邓禄普的冠名赞

助，此后两年均是空缺。实际上，国际田联也正

面临着类似的尴尬，去年他们失去了三星对钻

石联赛300万英镑的冠名费， 而后者转身就将

钱投给了博尔特一个人，只因为直接赞助博尔

特比赞助钻石联赛能获得更高的曝光度。

有人认为， 上海钻石联赛的有效票房不

高和赞助商的缺失， 与刘翔的离去有着很大

的关系。对此，上海钻石赛组委会认为赛事确

实需要本土明星， 但他们很早就做好了有一

天刘翔不能参赛的准备，“我们绝不可以过度

依赖刘翔，我们要走的是群星路线。”赛事技

术总监比利时人费尔迪·基罗姆斯在赛事第

一年的首次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这一点，10年

来，上海也一直朝着这一目标在努力。上周，

刘翔的小师弟谢文骏在钻石赛上夺得男子

110米栏冠军，让大家看到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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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目前还在恢

复 渴望重返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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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刘翔时代的中国田径

世界田径挑战赛北京站：观众4万多，掏钱买票的只有1万多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观众约3万，但冠名商家“缺席”了

蹦蹦跳跳 好看热闹

人来了，钱呢？

相对而言， 世界田径挑战赛北京站在赞

助方面的情况要好一些， 除了落实了主赞助

商外， 另外还有6家企业参与到此次赛事中。

“钻石赛和挑战赛的运作方面是不同的，钻石

联赛整体由一家公司来运营， 而我们的自主

性更大一些。”海振文介绍说。而这些赞助费

用将用于赛事奖金和赛事运营等方面， 本次

挑战赛总奖金近40万美元， 其中包括破纪录

奖金10万美元。

北京明年将迎来最高级别的田径赛

事———2015年世界田径锦标赛， 这也是明年

北京承办的众多赛事中的重头戏。不过，北京

办国际田径大赛的脚步并没有打算停在2015

年。“我们已经向国际田联提出申请， 之后将

申办钻石联赛北京站。”海振文透露说。

收视率是让北京和上海坚持下去的原因

之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虽然自掏腰

包到现场看田径比赛的市民不多， 但其赛事

收视率却一直处于较高的数据。 海振文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去年是北京首次举办世界田

径挑战赛，但在央视当天播出的比赛中，挑战

赛的收视率仅次于一场亚冠比赛。”

上海方面， 也一直有着关于收视率的具

体数据。 国际管理集团IMG曾对2010年和

2011年上海站收视率做过统计，2010年上海

站在中国的电视转播收视人数达762.8万人

次， 占全球转播收视总人数的39%，2011年该

赛事在中国的电视转播收视人数更达2473.2

万人次，占总人数的66.28%，2010年到2011年

上海站的电视转播收视人数连续两年冠绝全

球14站比赛。上海钻石联赛的赛事总监乔斯·

赫尔蒙斯还透露，2012年全球有403家电视台

转播上海站赛事，远超2011年的161家，赛事

收视覆盖率同比上升171.9%。

看好未来

北京申请升级为钻石联赛

成都跑友打飞的追比赛

冰上雅姿今夏“有爱”呈现

“2014冰上雅姿盛典”昨日在北京五

棵松体育馆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将于七

八月间召集普鲁申科、约翰尼·威尔等花样

滑冰巨星和演员邓超、 歌手蔡健雅共同演

绎最贴合年度氛围的冰上主题“爱一世”

（2014的谐音）。

由申雪/赵宏博牵头创办的“冰上雅姿

盛典”在今年进入了第5个年头，主办方本次

不仅邀请来了俄罗斯“冰王子”普鲁申科，

还有新科冬奥双人滑金牌组合沃洛索扎/特

兰科夫和加拿大人气冰舞组合瓦图/莫伊尔

等。而“冰上妖姬”约翰尼·威尔、加拿大女

子单人滑名将罗切特则连续5年出席盛典。

国内选手闫涵、李子君两大新生代代表也将

再度献艺。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C罗苏神

同享欧洲金靴奖

在2013/2014赛季欧洲各大联赛落下

帷幕之际， 本赛季欧洲金靴奖得主也水落

石出，C罗和苏亚雷斯分别凭借在西甲、英

超打进31个进球并列第一， 两人共同分享

了本赛季的欧洲金靴奖， 而这也是C罗在

职业生涯中第三次获得欧洲金靴奖。 梅西

则以28个西甲进球在榜单中排名第三位，

位居第四的是马竞前锋迭戈·科斯塔，他在

西甲打进了27球。

此前，C罗曾希望自己能够独享欧洲金

靴奖，在英超结束，西甲还剩最后一轮的情况

下他就与苏亚雷斯同进31球。当时《马卡报》

也曾报道， 西甲末轮前还在养伤的C罗不愿

和苏亚雷斯同享荣誉，主动请缨在末轮出场，

但可惜的是，C罗在热身时感觉不适，临时退

出了出场名单，再加上梅西和迭戈·科斯塔在

最后一轮西甲争冠大战中都没有取得进球，

苏亚雷斯才得以和C罗同获欧洲金靴奖。

其实本赛季最遗憾的应该是目前效力

于奥地利萨尔斯堡红牛的前锋索里亚诺，

他在本赛季奥甲联赛中同样打进了31球，

进球数和C罗、苏亚雷斯一样。但由于欧洲

金靴奖从1996/1997赛季开始推行积分评

判制度，每个联赛都有相应的系数，必须用

进球数乘以系数所得出的积分来进行排

名，所以联赛系数只有1.5分的奥甲让索里

亚诺的积分仅为46.5分， 而西甲和英超都

是2分，算下来不但C罗和苏亚雷斯的积分

远超索里亚诺，就连梅西和迭戈·科斯塔都

将他甩在身后，最终索里亚诺只能“屈居”

本赛季欧洲金靴奖榜单第五位。 效力于小

联赛的球员要想夺得欧洲金靴奖， 只有走

用超高进球数来弥补联赛系数不足这一条

路，就像当年威尔士巴里镇的托尼·伯德那

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球员在1996/1997赛

季用42个联赛进球与在巴塞罗那打进34球

的罗纳尔多分享了那个赛季的欧洲金靴

奖。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综合报道

“鸟巢”氛围好

选手创佳绩

2014年国际田联世界

田径挑战赛北京站的比赛

昨日在国家体育场举行。

在全场观众响彻 “鸟巢”

的加油助威声中， 谢文骏

以13秒31夺得110栏冠军，

这是他继上周日上海钻石

联赛后再次夺得该项目冠

军。

昨天“鸟巢”的上座

率非常高， 观众的加油声

让现场的气氛非常热烈，

就连美国短跑名将加特林

也被深深感染， 他在百米

比赛中跑出9秒87并夺冠，

这一成绩也创造了本赛季

百米世界最好成绩。 中国

短跑名将张培萌和苏炳添

分获第四名和第五名。

中国选手包揽了男子

跳远前三名， 之前并不出

名的王嘉男以8米08获得

冠军， 发挥不佳的李金哲

以8米位列第二。20岁的四

川小将黄常州以7米99位

列第三名， 创造了其个人

最好成绩。

尽管在赛前一再强调这是一场复仇之

战，但广州恒大最终却并不如意。在昨日进

行的中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中，由于后卫刘

健的梦游以及裁判的误判，广州恒大在主场

1比1与贵州人和战平。恒大主帅里皮赛后更

是表示，这是自己在中国看到的水平最低的

裁判。由于国安在本轮比赛中以4比0轻松将

杭州绿城拿下，本场比赛过后，恒大在积分

榜上对国安的优势也仅剩1分。

刘健梦游

恒大复仇失败

上个赛季，广州恒大在足协杯决赛中不

敌贵州人和，遗憾地未能实现“三冠王”伟

业。而在本赛季初的超级杯决赛中，恒大又

被贵州抢走了冠军。 对于广州恒大来说，贵

州人和就像一根刺。

本场比赛，代替里皮出席赛前新闻发布

会的助理教练马达洛尼表示，自己依旧还记

得贵州人和抢走足协杯时的场景，“球员们

都知道是贵州人和导致我们去年没法赢得

辉煌的‘三冠王’，本场比赛一定会发挥出

全部实力。”

不过，马达洛尼的想法虽好，但最终恒

大却只是艰难地收获了一场平局。 比赛中，

广州恒大尽管在场面上略占优势，但临门一

脚欠佳，反而在上半场尾声被对方利用一个

反击的机会先进一球。 尽管下半场开始不

久， 恒大就通过定位球的机会将比分扳平，

但仍然没有改变自己得势不得分的局面，多

次被对方抓住机会威胁球门。 在本场比赛

中，恒大后卫刘健表现奇差，多次在一对一

中被人和球员戏耍，恒大在上半时的丢球与

他也有直接的关系。 刘健在场上形同梦游，

状态与上赛季在青岛时完全判若两人。

裁判逞威

里皮现场暴怒

不过，造成恒大尴尬局面的并非刘健

一人，还包括本场比赛的裁判。在本场比

赛中， 裁判在判罚尺度上明显存在问题。

第42分钟，梅方前场右路斜塞禁区，埃尔

克森高速插上被守门员扑倒在地，但主裁

判却并未给出任何判罚。而在下半场比赛

中， 在埃尔克森已经形成单刀球的情况

下，孙继海从背后将其放倒，裁判也仅仅

给了一张黄牌。

裁判的判罚让里皮无比愤怒，比赛中他

罕见地数次起身表示对裁判的不满，还一度

拿上西服准备提前离场。在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里皮先是替刘健进行了解释，“今天我

们球队其实遇到了很多问题，刘健赛季开始

不能完成注册， 归属权的问题僵持了很久，

这让他很难保持状态， 而且他脚踝有伤病，

现在也还没康复。”随后，里皮直接表达了自

己对裁判的强烈不满，“今天这个裁判应该

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水平最差的裁判。”

最后里皮表示，在这个转会期希望球队

引援上有些动作，“去年年底就交流过这个

问题， 希望俱乐部给我带来更多的球员，一

支球队不可能总是靠奇迹。”

本场比赛过后，恒大积分尽管仍然居于

榜首，但仅仅只领先国安1分。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整理

广州恒大1比1战平贵州人和

里皮发飙：

这是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差裁判

没有刘翔，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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