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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金靴J罗加盟皇马

在世界杯大放异彩的哥伦比亚球员

詹姆斯·罗德里格斯（J罗)双喜临门。昨

天，皇马官方宣布签下J罗，合同6年，西

班牙《马卡报》称，皇马为J罗支付了高

达8000万欧元的转会费。而与此同时，国

际足联官方网站宣布，经过400多万球迷

的投票，J罗在哥伦比亚对阵乌拉圭的

1/8决赛中攻入的那记凌空抽射世界波

当选世界杯最佳进球。

又讯

巴西足协昨日宣布，前巴西国

家队队长邓加成为巴西队主帅。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第四届DOTA2国际

邀请赛在美国西雅图进行了最后的巅峰对

决，来自中国的Newbee战队一举拿到了总决

赛冠军，并收获502.8308万美元（约合3119万

元人民币）的冠军奖金。这个数字也创下中国

体育所有竞技项目单笔冠军奖金的纪录。

Newbee战队有5名成员， 这意味着他们

人均奖金超过100万美元。网友们惊呼，原来

顶尖电竞选手这么牛，“一场比赛逆袭高富

帅，这笔钱能在北京买套房。”

奖金超恒大亚冠冠军奖金

DOTA2是知名的电子竞技项目之一，

DOTA2国际邀请赛创立于2011年， 是全球性

的电子竞技大赛，每年一届，由研发DOTA2的

美国公司Valve主办。DOTA2国际邀请赛在创

立之时就轰动国际电子竞技界，首届比赛冠军

奖金就达到了100万美元， 之后每届比赛奖金

仍在逐步提高。 去年第三届比赛总奖金超过

287万美元，当时据国外网站esports-earnings统

计，在所有有记录的国际电竞大赛中，DOTA2

国际邀请赛遥遥领先。而今年受益于比赛互动

游戏指南的更好销售，比赛总奖金相比去年大

幅提升三倍之多，达到了1093万美元。获得前八

名的队伍都有不菲的奖金分成，在昨天结束的

第四届比赛中，有5支中国战队进入了前八名，

他们一共拿走了849万美元，其中冠军队New-

bee独享了502.8308万美元。

超过5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在职业体育

界可谓相当惊人。 福布斯曾在2012年盘点全

球最高的十大体育赛事， 这其中大部分是足

球、橄榄球、棒球等职业集体项目，排名第一

的是欧冠，冠军奖金5700多万欧元，而排名第

十的板球世界杯冠军奖金400万美元，比这届

DOTA2国际邀请赛还少100万美元。

而500万美元这一数字也创下中国体育

所有竞技项目单笔冠军奖金的最高纪录。此

前的纪录由广州恒大保持， 在夺得2013年亚

冠冠军后， 他们从亚足联获得的冠军奖金高

达150万美元。中国体育界个人的夺冠奖金则

由李娜保持， 她获得的2014年澳网女单冠军

和2011年法网女单冠军奖金分居前两位，分

别为265万澳元(当时折合人民币1396万元)和

120万欧元(当时折合人民币1138万元)。

业内人士：相当于赢了10年的比赛

这场国际顶尖的电竞比赛吸引了不少中国

网友热议， 有的网友是第一次了解电子竞技项

目，惊呼：“原来电竞也可以这么赚钱！”不少电

竞迷看到了更多的希望，他们调侃说：“Newbee

的500万美元奖金，这五名成员每个人都可以在

北京买套房了。”据悉，Newbee战队的一位成员

戏称，自己的女儿将会成为白富美。

在如此高奖金的比赛夺冠改变了顶尖电

竞选手的生活，曾主办中国最大的DOTA2联

赛的SCNTV中国星游戏娱乐文化传媒CEO

崔方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用行内人士的话

来说， 这笔奖金相当于一名顶尖电竞选手赢

了10年的比赛。”崔方舟说，这些选手都是职

业电竞选手，在电竞俱乐部以此为生，月薪大

概2万元，“如果在当年的比赛中表现不错，一

年的比赛奖金加上俱乐部的奖金， 顶级电竞

选手年收入有100万左右。”

但即便是顶级选手， 也不敢保证能每年

保持极好的状态，稳定收入100万，所以这次

比赛夺冠几乎可以锁定在电竞界的 “高富

帅”地位。这场比赛也让全球电子竞技奖金排

行榜发生了变动，Newbee战队的五名成员包

揽了榜单前五名，排名第一的HAO个人总奖

金110.0851万美元，这其中几乎90%以上来自

于这次比赛的奖金。

比赛排名及奖金

●

冠军 ：

Newbee（中

国）5028308美元

●

亚军 ：

ViCi� Gam-

ing（中国）1475699美元

●

季军：

Evil� Geniuses

（美国）1038454美元

●

殿军：

DK （中国）

819832美元

●

并列第五：

Cloud� 9

（美国）655866美元

●LGD Gaming （中

国）655866美元

●

并列第七：

iG （中

国）519227美元

●Na'Vi（乌克兰）

519227美元

中国战队昨日在DOTA2国际邀请赛上夺冠

奖金3119万!

电竞选手创中国体育纪录

DOTA2国际邀请赛创立于2011年，由

Valve（V社）主办，是一个全球性的电子竞

技赛事， 也是电子竞技历史上奖金最高的

电竞赛事，每年一届。第一届DotA2国际邀

请赛于2011年在德国科隆举行， 来自中国

的Ehome战队获得亚军，得到了25万美元的

奖金。第二届于2012年在美国西雅图举办，

来自中国的iG战队夺冠并获得了100万美

元的奖金。 第三届于2013年在美国西雅图

举办， 中国的TongF、iG和DK战队分获四、

五、六名。

DOTA2国际邀请赛创始之初就号称要

成为全球奖金最高的电竞赛事，他们的宣传

语是：“获得冠军将有可能改变你的命运”。

DOTA2的奖金除了来源于主办方的官方提

供，还有来自于比赛外玩家购买互动游戏指

南的分成。今年，玩家购买互动指南费用的

25%加入到赛事奖金池。

DOTA2国际邀请赛在国际电子竞技界

的关注度正越来越高， 美国ESPN全程直播

了今年的比赛。主办方Valve公司市场总监埃

里克·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获得

ESPN的直播意味着比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能与传统体育媲美。”因为即便是买了NBA

转播权，ESPN也不会直播某些NBA弱旅的

比赛，但今年ESPN不仅全程直播DOTA2国

际邀请赛，还为决赛配备了专门的解说分析

比赛。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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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战队夺DOTA2

国际邀请赛冠军

DOTA2国际邀请赛

号称全球奖金最高电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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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不是纸上的条款，而是一种人人

都应遵循的生活方式……自今年4月，“法

治成都·我们的生活” 微电影活动启动以

来，经过剧本征集和编剧筛选，目前已进

入影片筹备阶段。本周六，成都富力广场

将举行“我为法治代言———成都法治微电

影演员选拔PK”活动，知名编剧苏晓苑、

曾在西班牙阿斯图利亚影展获奖的青年

导演徐小溪将现场参与评审。活动将选出

1名普通市民参演法治微电影， 为法治成

都“影像代言”。

你眼中的法治是什么？ 是交通出行时

的自觉，还是官员清廉、不贪赃枉法？其实，

对法治的践行往往来源于你的生活。“法治

成都·我们的生活”活动开启伊始，就秉承

与市民互动、让市民充分参与的理念。本周

六举行“我为法治代言———成都法治微电

影演员选拔PK”活动，亦将从广大市民中

征集一名爱演、敢演、想演的“业余演员”，

从表演中传达出自己对法治的生活态度。

法治成都 全民参与

今年4月，成都市微电影协会发起“法

治成都·我们的生活” 微电影故事剧本征

集活动， 面向社会征集法治真人真事。在

不到一个月的征集阶段内，组委会共收到

300多个故事及剧本。据悉，成都法治系列

微电影将于9月推出， 除将在国内各大视

频网站上线外， 还将在成都市大屏幕、公

交地铁电视展映。

“法治成都”微电影系列活动吸引了

众多名人明星参与。 知名导演欧阳奋强、

“巴蜀鬼才”魏明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李德顺等人为成都“创意普法”提出专业

建议，称法治宣传要接地气。在“法治成

都，全民参与”的公益感召下，活动还吸引

众多明星“亲笔”支持。郑钧、王杰、高胜

美、龙飘飘等知名歌手纷纷写下自己对法

治成都的期许。郑钧写的是“法治是让青

春不落入陷阱”，龙飘飘写下“法治是没

有欺骗的青春”。

此外，周星驰电影《功夫》主创之一、

香港资深编剧陈文强也与成都市微电影

协会取得联系。陈文强对成都拉货师傅老

赵寻失主的故事十分有兴趣，希望能参与

成都法治微电影创作。

演员选拔 演出你的“法治STYLE”

本周六下午1点，“我为法治代言———

成都法治微电影演员选拔PK”活动将在成

都富力广场2楼中庭举行。 知名编剧苏晓

苑、 青年导演徐小溪以及成都市微电影协

会的专业导演将到场评判市民的表演，最

终选出一名市民，参与法治微电影演出。

“表演环节其实很简单，我们不要求

这个演员多专业，主要是看他对法治有没有

自己的理解，能不能通过表演说服人。”成都

市微电影协会负责人介绍，将会从广大市民

中最终选出1人参演成都法治微电影。 这位

幸运儿还将获得10000元的奖金。 在本周六

的微电影演员选拔PK正式开始前，市民可拨

打电话028-86007325报名，也可于活动当天

至成都富力广场2楼中庭现场报名。

活动须知

参与者年龄：12岁~65岁；

参赛要求：按照比赛要求，表演一段

生活法治小场景；

报名/咨询电话：86007325（工作日上

午9：30~傍晚6:00）或现场报名；

活动地点：顺城大街富力广场2楼中庭

吊床夺命

在吊床上看漫画不慎摔落

11岁女孩被绳勒脖酿悲剧

悲剧现场

7月17日，达州市一名11岁的小女孩小雨

（化名） 躺在顶楼天台上的吊床上看漫画时

不慎从侧面摔落，下半身还吊在吊床上，但吊

床一边的绳子挂住了她的脖子， 导致小雨呼

吸困难， 无法挣脱。 等家人发现她时为时已

晚， 虽然母亲当场给她做了人工呼吸， 但等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经过1个小时左右的

抢救，小雨仍不幸离世。

老太到天台晒被子

发现女孩被吊在吊床绳子上

7月17日下午4时许，达州市仙鹤路派出所

接到市民报警称， 在达川区翠屏街道草街子

社区一居民楼顶楼天台上发现一个被吊死的

小女孩。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了现场。

“我们到现场时，小女孩的妈妈刚刚给她

做完人工呼吸，但为时已晚。”据民警介绍，民

警接警赶到现场时， 距小女孩遭遇不幸已过

去了一段时间。小女孩妈妈告诉民警，女孩名

叫小雨，今年才11岁，在达川区某小学读书，

此时正值暑假，放假在家中。

当天中午，妈妈带着她到外婆家吃饭，饭

后小雨拿着漫画书给家人打了个招呼， 称自

己要到顶楼天台的吊床上看书。 由于之前小

雨也曾到吊床上玩耍过，家人也没有在意。直

到下午1点30左右，小区内的一名老太太到顶

楼天台上晒被子， 发现一名小女孩被吊在吊

床的绳子上，连忙通知附近的住户。

警方初步排除他杀

确认孩子被吊床绳子勒死

小雨妈妈闻讯赶到天台， 将女儿从吊床

上救了下来，并立即对她进行了人工呼吸，但

此时小雨的呼吸已经停止。 不久后，120急救

人员赶到现场，对小雨进行了抢救，约1个小

时后，急救人员宣布小雨已无生命迹象。

现场目击者告诉民警， 小雨被发现时双

脚离地，下半身吊在吊床上，吊床一侧的绳子

勒在小雨的脖子上，由于小女孩个头不高，可

能无法挣脱，加之脖子被勒住没法呼救，才导

致了这一悲剧。成都商报记者从警方获悉，民

警对现场进行了勘查，并通过尸表检查，已经

初步排除了他杀可能， 确认小雨死亡原因是

被吊床绳子勒死。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惠）

近日，四川省

消防部门集中整治重大火灾隐患，整治中，

泸州消防在泸州绿地商城发现了多处火

灾隐患，依法对违规商户实施临时查封。

消防执法人员介绍，绿地商城位于泸

州市最繁华、 人口密度最大的白塔商圈，

是一个地上6层、地下1层，高32.2米，总建

筑面积超过26000平方米的集商场市场、

公共娱乐、餐饮休闲、教育培训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建筑。排查过程中，消防执

法监督员发现，该大楼存在内部消防设施

设备未施工完毕、 消防设施无法正常使

用、防火分区被破坏、疏散通道被随意分

割封堵占用和未按要求配置灭火器等火

灾隐患。7月16日中午12时，该商城49家违

规经营商户被依法查封。

成都商报讯（记者 任宏伟）

20日晚，著

名民谣歌手老狼现身成都，瞬间点燃了龙

湖金楠时光“怀旧音乐节”台下数千粉丝

的热情。作为压轴出场的特邀嘉宾，老狼

现场演唱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

兄弟》《恋恋风尘》等经典民谣。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老狼谈到了首次涉足

的音乐剧《稳稳的幸福》。已为人父的老

狼，用“要健康，要乐观，要淡然，要那种似

水流年，不要那种戏剧的”解释幸福，于他

而言，“有个好家庭、好媳妇儿、好孩子”就

是现在稳稳的幸福生活。“对80后来说，已

步入人生最精彩的年华。他们追求快节奏

的生活、现代化的旋律。我们这次邀请老

狼，就是想‘用心’唤起这一代人的情感共

鸣。”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老狼来蓉以歌会友 告诉你“稳稳的幸福”

泸州绿地商城存火灾隐患 49家违规商户被查封

表演生活法治小场景 冲击万元奖金

“我为法治代言———成都法治微电影演员选拔PK”周六举行

吊床离地 最好不超过1米

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 躺在吊床上看书

休息本是一件惬意的事情， 但小雨却因一时

不慎遭遇不测， 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此离开

人世。究竟使用吊床有什么注意事项？成都商

报记者就此咨询了达州一户外用品店的户外

运动达人王墨， 他向记者介绍了一些使用吊

床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首先，应把吊床尽量拉直拴紧，因为人睡

在吊床上，由于体重的缘故，吊床会有较大的

下垂和弯曲，人的身体也随之弯曲，时间长了

会很不舒服；

其次，吊床离地高度不要太高，最好不要

超过1米，这样既方便上下，若不慎摔落也不

至于导致受伤；另外，还要注意清理吊床附近

环境，地上不要有碎玻璃、钉子等尖锐物，确

保自身安全。

另外， 网友们也总结出了一些使用吊床

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首先， 使用前先检查吊床所有连接处是

否有断裂的痕迹；其次，人坐上吊床前一定要

检查绳子是否打结牢固。

此外， 坐上吊床时要双手扶住吊床两边

再坐进去，不能单边坐；不能在吊床上上下跳

跃或者动作幅度过大。

最需要家长注意的是， 切忌让儿童在吊

床上单独玩耍。

绳网吊床不好受力 小孩好动易摔落

据王墨介绍， 一般吊床根据制造材料可

分为布制吊床和绳网吊床。 前者通常用薄帆

布或尼龙布缝制， 后者用棉绳或尼龙绳编织

而成。一般情况下，吊床是户外运动者在野外

休息时的首选，它的优点是携带方便，组装快

捷。在城市里，一些家庭也喜欢使用吊床，有

的在家里阳台上进行悬挂， 有些则是在小区

的楼顶上。

“若是给老人使用，我们一般不建议顾

客购买吊床，在给小孩使用时，我们不建议使

用绳网吊床。”王墨表示，这些年来，出现的

不少案例都是小孩在使用绳网吊床时， 因网

眼太大身体部位被勒住。另外，小孩好动，稍

有不慎掌握不好平衡， 绳网吊床相对不好受

力，更容易导致摔落。据记者了解，此次出事

的小女孩小雨使用的就是绳网吊床。

刘璨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周子铭

切忌让儿童在吊床上

单独玩耍

制图 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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