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巴西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6月13日

揭开战幕。 专门为本届世界杯全新打造的腾讯

网世界杯频道近日上线， 多档世界杯原创视频

栏目、原创专题策划、互动产品等悉数亮相。届

时，足坛巨星、神秘太太团、名家名嘴论战、赛事

直击、劲爆花絮等将全方位提供各种资讯。

面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杯，腾讯由前方记者、

主持人、体育评论员、嘉宾组成的70人报道团将

分赴里约热内卢、福塔雷萨、巴西利亚等全部12

个世界杯举办城市进行采访、拍摄，实地领略世

界杯期间的桑巴激情， 为网友传回第一手世界

杯独家资讯。

在后方，腾讯更有超过500人的内容团队将

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报道， 这样的节奏将持续

整整31天。 此外， 腾讯还将联合包括 《成都商

报》 在内的15家知名报纸组成的捷报论坛以及

《体坛周报》和多个省级电视台、广播电台，打

造世界杯最强媒体矩阵。

从不同主题展现本届世界杯生动内容的八

档原创视频栏目， 是腾讯世界杯报道冲刺阶段

的压轴大戏。足坛巨星、太太团、名家名嘴、名

教国脚也悉数加盟到各栏目中。其中，《足尖上

的巴西》主持人苏东和嘉宾孔卡，带您深入足

球王国腹地， 从世界杯开闭幕式主赛场到沙滩

足球，从国脚到女足姑娘，实地感受五星巴西是

怎样炼成的。

腾讯前方演播室录制的《巨星面对面》将有

内马尔、罗比尼奥、卡西利亚斯、哈维、罗纳尔多

等足坛巨星现身，以巨星独特视角评说本届世界

杯，并讲述他们的世界杯记忆。《天下巨星》摄制

组开赛前就已远赴欧洲、南美等地，实地专访卡

卡、伊涅斯塔、罗本、苏亚雷斯等现役国际一线球

星夫妇，揭秘球星太太团，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

《花编世界杯》 由CCTV5收视率排名第一的

《疯狂的足球》原班人马主创，爆红名嘴王涛亲

自配音，打造颇具网络特色的“疯狂的足球”。此

外还有《飞鱼球迷秀》、《豪门比赛日》、《新闻

早十点》、《新闻晚十点》 全面满足不同受众需

求。多档视频栏目在足坛巨星助阵下，还将有诺

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领衔，著名作家苏童、麦家

做客腾讯前方演播室。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昨日上午， 省足管中心副主任胡鹏春

宣布，马明宇、姚夏以及孙博伟三位此前在

四川全兴时期的功勋老将，将陆续回到省

足管中心任职， 如今马明宇已经被初步

定为出任省足管中心副主任。胡鹏春昨

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相关领导已经分别和他们谈过话

了，他们是肯定会回来的，随后还会

有其他全兴球员陆续回归省足管中

心。”

老全兴功勋球员回归足协，本

来是一件好事， 但出现在姚夏身上，

似乎就不那么美妙了。目前，姚夏正担

任着四川惟一一支甲级队伍———成都天

诚队的副董事长， 同时也是这支队伍的

精神支柱，而天诚队由于开局不好，本赛

季连保级似乎都很困难，如今姚夏要回

足管中心任职， 是否还能继续留在天

诚？对于这个问题，姚夏昨日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目前也还

在考虑中。”

马副主任将主管青训工作

“我们这代球员从中国足球身上得

到了很多， 现在是该回馈中国足球的时

候了……”坐在一张有些斑驳的办公桌

前， 马明宇正在认真阅读着一份有关青

少年足球发展的文件。

对于自己的新身份， 今年已经44岁

的马明宇说自己还有些不习惯。“以前

当惯了运动员，现在突然身份转变成为

一个管理者了， 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

应。”自从2003年退役之后，马明宇先是创办了

明宇足球俱乐部培养青少年， 后来又在成都天

诚当过领队、副总，如今又转到行政岗位上，一

直就没有离开过足球。“不管是从事教练员岗

位，还是行政部门，我觉得每个时间段都会有变

化吧。但我觉得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要尽自己

最大努力去做好本职工作。”马明宇说，现在的

管理者身份让他能够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足球

当中，为四川足球多做一点贡献。

据胡鹏春介绍， 马明宇回到省足管中心后

将担任足管中心副主任一职， 主要负责分管青

训的工作。对于这个安排，马明宇本人也十分满

意：“我之前一直就在参与青少年的培训工作，

如今回去继续干这个，也算是轻车熟路。”

姚夏仍在考虑中

胡鹏春表示，按照省体育局、省足管中心的

计划，除马明宇之外，他们还将邀请原四川全兴

队的球员姚夏、 孙博伟回到四川省足管中心担

任相关职务。

不过，这个计划虽好，但在姚夏的问题上，或

许却会出现问题。“我目前还没有考虑好。”姚夏

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十分

感谢省足管中心的看重，同时也愿意为四川足球

尽自己的一份力。“但我目前手里的工作确实还

没有做完。”姚夏表示，目前自己还担任着成都天

诚队的副董事长一职， 而队伍自本赛季开赛以

来，成绩一直不是很好，如果这个时候离开，自己

并不放心。“我是真的不放心，天诚是目前整个四

川所在足球联赛级别最高的一支球队。”

对此，胡鹏春表示，省足管中心也知道姚夏

的难处， 在这个事情上， 肯定会看他本人的意

思，“我们确实想让他尽快回到足管中心， 但也

体谅他的处境，所以我们尊重他自己的意愿，领

导之前也和他谈过，反正我们的态度是，他希望

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 省足管中心的大门永远

为他打开。” 胡鹏春说， 不止是姚夏他们三人，

“只要是愿意为四川足球作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我们都欢迎大家的回归。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四

川足球才会有未来，四川足球才会有希望。”

天诚回应：还不知道此事

对于成都天诚队来说， 姚夏即将回归省足

管中心的消息， 必然是一个重大的打击。2005

年，在青岛漂泊了两年的姚夏，为了家庭毅然回

到了成都，效力于当初的成都五牛队。此后就算

退役，他与成足的牵连就从来没有断过，无论是

此前的成都谢菲联还是如今的成都天诚， 姚夏

那敦实的身影都在其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

记。而在不知不觉间，姚夏，似乎也成为成足的

代表。

如今，这位成足的精神领袖如果离开，无疑

也将抽走了许多球员的主心骨。 但天诚俱乐部

高层会如何应对呢？“啊？什么，不会吧。”天诚

俱乐部董事王军昨日在听到这个消息时， 显得

十分惊讶，“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事

情？”王军表示，自己目前人在北京，对于这件事

情并不清楚，“我去了解一下， 你去问下老姚自

己的意见吧。”

随后， 成都商报记者又拨通了天诚俱乐部

总经理罗晓维的电话，“我还不知道这个事情，

目前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计划。” 罗晓维表示，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 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吧。”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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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国·成都龙门山国际山地户外挑

战赛”在彭州市拉开战幕，来自中国、捷克、新西

兰等国家和地区的22支户外运动队的80余名运

动员参加角逐， 选手中涵盖了目前国内外顶级

的户外运动高水平队伍。本次比赛难度极大，堪

比“铁人三项”，选手将通过“越野跑”、“皮划

艇”、“山地车”、“轮滑”、“跑骑交替”、“越野

技能”等项目的比拼，在三天时间内一决高下，

体验山地户外运动带来的激情与活力。

近年来，成都承办和自创的颇具影响力的

国际赛事不断，现代五项世界杯、铁人三项世

界杯、 车迷节……如今，“国际山地户外挑战

赛”这个国际A级户外运动赛事也首次落户成

都。“山地户外运动国际性的比赛之前在成都

还没有举办过，我觉得这种类型的比赛是比较

时尚的运动。老百姓是非常喜欢的，很多的户

外爱好者自己组成一个团体进行探险，参与量

还是很大的。” 成都市体育局主要负责人在接

受采访时说，“成都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特别适

合户外运动。我们这次赛事安排的路线都有非

常独特的自然地貌，有山有水，做户外运动是

非常适合的。”

本次比赛总奖金达到40万元，比赛线路设

计成由北向南贯穿整个彭州。首日比赛从彭州

市政广场出发，沿金彭东路，经过置信牡丹大

桥，最后抵达白鹿小镇，总赛程63公里。其中，

单排轮滑10公里，山地车31公里，越野跑19公

里，定向越野3公里。在首日挑战赛的激烈争夺

中， 拓乐探险队的四名参赛队员以4小时16分

09秒2夺得冠军，获得29日的“黄色领航衫”。

红牛队以4小时28分16秒排在第二位， 来自新

西兰探险队的四位国际选手位列第三，成绩是

4小时42分32秒5。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不要叫马儿了

请叫他马副主任！

马明宇、姚夏和孙博伟等全兴时期的功勋球员将陆续回归省足管中心

恒大对手清洗半数主力

被澳媒唱衰

在亚冠八强对阵抽签进行前，虽然

恒大集团副总裁刘永灼表示八强无弱

旅，碰谁都一样，但据《体坛周报》称，恒

大内部人士还是表示球队希望能碰到西

悉尼流浪者。 虽然西悉尼流浪者作为黑

马闯入了今年亚冠八强， 但从整体实力

来说， 他们依然是八强中最弱的， 而且

2013/2014赛季澳超联赛已经结束，西悉

尼流浪者目前将包括队长贝尚普、 日本

球星小野伸二、 后防中坚泰森在内的半

数主力都卖掉， 总共清洗了近10名球

员， 在8月20日主场迎战恒大时该队以

何种面貌出现，目前还是一个巨大的疑

问，而且新阵容肯定会存在一定的磨合

问题。

在抽签结果出炉后，澳大利亚《墨

尔本先驱太阳报》就表示，与恒大的两

回合比赛对西悉尼流浪者来说将是非常

困难的，“恒大肯定是西悉尼流浪者在

亚冠最不愿意抽到的对手， 去年恒大几

乎获得了一切冠军， 今年又有迪亚曼蒂

加盟。 而西悉尼流浪者在澳超总决赛遗

憾落败后开始了大清洗， 目前还不知道

他们会以什么样的阵容出现在亚冠1/4

决赛赛场上。”

而恒大队长郑智则在接受亚足联采

访时表达了对不能与小野伸二交手的遗

憾，不过郑智依然表示不会轻视这个所谓

的“最弱对手”。刘永灼则再次强调“签无

好坏”的观点，另外他还透露，恒大将在6

月中旬重新集中，届时会以封闭训练来面

对下半年的比赛，而且在引援方面也将按

照里皮的意图不折不扣地执行。

恒大最爱先客后主

半决赛抗韩有优势

8月20日以及8月27日与西悉尼流浪

者的两回合比赛，恒大是先客后主，如果

闯过澳大利亚人这一关， 他们在9月17日

与10月1日的两回合半决赛中也依然是先

客后主。在杯赛的淘汰赛上，先客后主向

来被认为是在赛程上稍占便宜。恒大在去

年能夺得亚冠冠军，其实也沾了先客后主

的光———从1/8决赛到决赛， 恒大四次与

对手较量有三次是先客后主，这也让恒大

最终顺利地登上了亚洲之巅。

另外，1/4决赛避开两支韩国球队对

恒大来说也是一大利好，因为半决赛首回

合正好是仁川亚运会期间，浦项制铁的金

承大、文昶辰、李侊勋和首尔FC的尹日禄

都是亚运会适龄球员，届时很可能会随韩

国队出战亚运会。 这时与韩国球队交手，

恒大多少也会占到一些便宜。如果恒大能

从东亚区脱颖而出，那么他们将在10月25

日和11月1日与西亚区的胜者进行先主后

客的两回合决赛，从目前看西亚区实力最

强的球队应该是阿联酋的阿尔艾因。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综合报道

亚冠八强对阵结果昨日出炉

郑智手气旺 恒大抽上签

北京时间昨日下午，2014

亚冠联赛八强对阵抽签仪式在

吉隆坡的亚足联总部进行，去

年亚洲足球先生郑智担任本次

抽签仪式的抽签嘉宾， 结果恒

大队长亲手为广州恒大抽到了

东亚区最弱的对手———西悉尼

流浪者， 同时也让浦项制铁和

首尔FC这两支韩国球队互掐。

这样的结果让郑智当场情不自

禁偷笑起来。 更值得一提的

是， 在亚冠决赛之前恒大的赛

程都是先客后主， 这同样是一

大利好。

难度堪比“铁人三项”

成都首个国际A级户外运动赛事昨日开战

腾讯世界杯频道全新上线

联合成都商报打造世界杯最强媒体矩阵

马明宇

姚夏 孙博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