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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预赛塞阿之战因骚乱被腰斩

科索沃问题

让比赛变成斗殴

2016年欧洲杯预选赛于北京时间昨

日凌晨继续进行， 在塞尔维亚队主场对

阿尔巴尼亚队的比赛中， 由于双方球员

发生冲突， 并导致大量球迷冲入场地引

发骚乱而中断。 这场比赛是否重赛以及

是否对球迷和球队进行处罚， 将由欧足

联调查后定夺。

其实早在赛前， 欧足联便考虑到塞

尔维亚与阿尔巴尼亚长期以来在科索沃

问题上的矛盾和球迷安全问题， 因此客

队阿尔巴尼亚的球迷被禁止入场。然而，

不甘心看不到球的阿尔巴尼亚球迷，是

铁了心要给比赛添乱， 他们在赛前制作

了一面巨大的旗帜， 旗帜上印有科索沃

地图和政治标语， 他们还在赛前把旗帜

系在一架遥控无人飞机上。

这场比赛进行到上半场第41分钟，

这架无人飞机飞进了赛场上空， 塞尔维

亚前锋米特洛维奇看到飞机和旗帜后愤

怒地一把抓下旗子。 米特洛维奇的这一

行为激怒了阿尔巴尼亚的球员们， 双方

球员直接在场上发生冲突大打出手。随

后部分教练和官员也加入互殴之中。

场内的情景也让看台上的球迷失去

了理智， 有球迷直接冲入场内抡起凳子

向阿尔巴尼亚球员砸去。 好在防爆警察

很快进场， 双方球员才在警察的保护下

退回休息室。 但场内和看台上的球迷们

的情绪已难以抑制， 看台上不断扔下焰

火弹，比赛被迫暂停。

由于局势无法得到控制， 比赛在暂

停半个小时后，当值主裁宣布比赛中止，

主裁和比赛监督以及欧足联的比赛代表

在确认比赛中止后很快向欧足联递交了

报告。“当时的环境我们肯定无法继续

比赛。 我会和同事一起向欧足联递交报

告， 未来的结果需要欧足联去研究和决

定。”欧足联比赛代表贝恩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姚明剧透：

NBA已有

中国小老板

当NBA签下9年240亿美元的新转

播合同时， 你不得不感叹这个世界上最

赚钱的职业体育联盟之一的巨大商机。

NBA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海外市场，

但随着姚明退役， 易建联离开，NBA至

今没有中国球员。但NBA从未放弃对中

国市场的争夺， 除了NBA的中国赞助

商、每年的NBA中国赛，现在NBA又有

了新的中国元素。姚明在接受《体坛周

报》 专访时透露：“目前NBA已经有了

中国小老板。”

姚明拒绝透露老板名字

昨天，2014年NBA中国赛在北京开

打，NBA新总裁亚当·萧华非常重视中

国市场，亲自来到北京。萧华对中国的篮

球市场很有信心， 他并不认为姚明退役

后NBA在中国的市场有所萎缩， 他说：

“不管在中国的操场上， 还是在姚明的

学校里，我看到了很多有天赋的年轻人，

我对中国的篮球发展有很足的信心。五

年后， 中国的篮球人口会继续爆发式增

长。” 萧华还表示， 中国拥有巨大的财

富，“未来NBA肯定会有中国老板。”萧

华说的老板是指NBA球队的大股东，现

在NBA也有非美国籍的大老板，比如这

次来参加2014年NBA中国赛的网队和

国王队，老板分别是俄罗斯人和印度人。

在外界看来， 萧华只是给出了中

国人投资NBA球队的愿景，事实上NBA

目前已经有了中国小老板。 姚明在接受

《体坛周报》专访时透露：“我知道有一

支NBA球队里，已经有一位来自中国的

小老板存在了。” 姚明表示不能透露这

位中国小老板的名字， 但这位老板并不

是2009年盛传将收购骑士的黄健华，姚

明说：“不是大家以为的骑士队，你们明

白我意思吧？”

老鹰潜在买家有中国人

前不久姚明曾身陷购买NBA球队

传闻， 洛杉矶快船原老板斯特林因种族

歧视言论被迫出售球队， 曾有传言说姚

明有望成为快船小股东， 之后前微软首

席执行官鲍尔默用20亿美元收走了快

船。姚明说，目前还没有购买NBA球队

的打算， 哪怕是利用影响力引进财团收

购，“因为NBA有严格规定，为了防止利

益冲突，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支球队。当

你在海外拥有球队时，比如我现在这样，

你就几乎不可能再拥有一支NBA球队

了，哪怕是小老板也不行，可能会形成潜

在的不正当竞争关系。”

那么姚明“剧透”的NBA中国小老

板会投资哪支球队呢？ 目前惟一跟中国

老板有关系的消息来自亚特兰大鹰队。

斯特林之后， 鹰队老板利文森也陷入种

族歧视漩涡，鹰队被迫摆上了货架。大概

一个月前，亚特兰大市长里德就透露，利

文森和他的合伙人佩斯科维斯基已经同

意出售鹰队股份，比例达到50.1%。里德

当时表示， 政府要做的是将球队留在亚

特兰大市，已经与6位潜在买家进行了沟

通，他不方便透露买家的具体资料，但其

中一位买家来自中国。

NBA开拓中国市场的努力从未停

歇， 在昨天2014年NBA中国赛北京站开

打前，NBA与安踏签约， 后者正式成为

NBA官方合作伙伴以及授权商。 有消息

称， 安踏每年将付出2亿人民币赞助费，

它也是第13个与NBA签约的中国品牌。

除了NBA中国赞助商和每年的NBA中

国赛，现在从姚明透露的信息来看，NBA

联盟又找到了与中国市场之间沟通的新

桥梁。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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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

欠薪大限日

成足人幻灭的

到昨日上午11点， 整个天诚俱乐部

大办公室只开了一半数量的灯， 显得有

些昏暗，给人感觉死气沉沉的。俱乐部工

作人员小诚坐在电脑前， 不断地打开淘

宝页面， 又不断地关掉，“四个月不发工

资，本来之前还存了几千块钱，结果都用

完了，现在信用卡都还不上，上个月都找

老妈要钱还卡。再逛淘宝，只有剁手了。”

说这话时，小诚不时地盯着财务室看，

而一名财务人员正走出财务室， 对着所有

人把手一摊，这意思很明显，只听见原本空

荡荡的办公室内传来多人的长叹声。 成都

商报记者仔细一看，原来人还不少，只是大

家都不想说话，显得各有心事，看电影的看

电影，聊天的聊天。当然，没看到有人在网

购。小诚脸色有些发白，低下头玩手机。

其实那位财务人员也是相当郁闷，

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她，但她也没办法，

她也是去年才被招聘进俱乐部的， 而天

诚集团方面与她联系的只是一个财务方

面的上司。 每场比赛， 特别是客场比赛

前，她都会把这场比赛的预算（主要是机

票和食宿费用）报给上司，然后那边审核

之后再把钱打过来，“反正只有少没有多

的。”中午在食堂吃饭，她刚坐下，所有人

都把她盯着， 队医王永明叹口气，“我们

大家都希望你忙着加班连饭都顾不上

吃，那样就说明肯定要发钱了，结果你来

了……”财务只能苦笑，刚刚走出大学校

门的她就遇到这种情况， 每个月要还房

贷，日常还要花销，也只有找家里伸手要

钱，“幸好我还有男朋友这张饭票。”

从希望到绝望要多长

时间？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

交给成都天诚俱乐部全体

成员，他们的答案，是12

小时。

从今年6月开始，天

诚俱乐部拖欠球员和教练

组3个月薪水， 拖欠俱乐

部工作人员4个月薪水。

昨天是天诚集团承诺补发

欠薪的最后时限， 不过直

到下午6点20俱乐部财务

人员离开办公室为止，账

上没有多出一分钱。 从早

上的充满期待， 到傍晚的

绝望离开，12个小时，不

长也不短， 但上到主教练

李章洙， 下到球员和俱乐

部普通员工， 心理都经历

了如过山车一般的起伏。

如果按照中国足协规定，

被欠薪3个月的天诚俱乐

部全体球员都将获得自由

身的话， 这支球队是否能

继续存在都将是个问号。

今天， 天诚队将前往

北京备战周六与北京八喜

的比赛， 但目前已有多名

球员表示不会随队前往，

将选择离队。至于其他人，

煎熬仍没有终点……

早上6点， 门外传来熟悉的猫叫声，

将原本就半梦半醒的小天叫醒。 小天有

些兴奋，因为之前他在梦中，刚刚从银行

里取出1.2万元现金， 他天真地认为这是

个好兆头，“看来今天俱乐部会把拖欠三

个月的工资都补齐了。”

小天是队中的小字辈， 在今年6月开

始欠薪之前，他的工资才刚刚涨到每个月

4000元，算起来，3个月刚好1.2万元。小天

家境不错， 家里本不需要他养家糊口，甚

至还可以偶尔“支援”他一点，但小天为

了表示自己已经长大， 从去年11月开始，

就不再向家里要钱。按理说，他每个月接

近4000元的工资， 在俱乐部吃住又不要

钱，本该够用的。但3个月没发工资，小天

不得不违背之前的誓言，“本身也没什么

积蓄，几个月不发工资，实在没钱了，从上

个月起，我又找家里要钱了……”

今年初，小天交了个女友，他曾经答

应要给女友买台iphone6， 但一直也没办

法兑现， 因此上周四天诚来人宣布将在

昨天把此前拖欠的工资一次性结清时，

小天相当振奋。 昨天他起床后还一边洗

澡一边哼歌，“我想着是买iphone6，还是

iphone6� Plus。iphone6� Plus有点大， 女孩

子拿着不方便，还是普通的算了。”结果

到中午吃饭也没动静，他到处打听，所有

人都说不出个答案， 小天的心是一点一

点往下沉。到下午训练结束后，他一脸沮

丧地往房间走去， 一边走一边打电话。

“应该是在跟女朋友解释了。”旁人不无

同情地说。

12点，吃饭时间到了，但球员宿舍

走道上还是冷冷清清，不少房间大门都

开着， 球员们大多躺在床上玩电脑，一

球员说对成都商报记者说：“现在哪有

心情吃饭？”房间门外，球鞋和袜子堆得

到处都是， 看来球员们也无心

整理了。 高翔穿着拖鞋走进食

堂， 作为目前这支球队中的元

老球员，况且天诚方面表

态昨天能发钱，他也想着

能够做点表率。结果刚坐

下 ， 高翔就听说又被

“水”了，顿时火冒三丈。

草草吃完午饭后，高翔回了房间。下

午4点本该开始训练，高翔却坐在场边上

没动静，“骗了一次又一次， 今天也没人

出来给个说法，怎么练？”他对拿着一叠

训练背心的翻译谢耀辉喊道：“把背心放

下吧，谁穿？”训练结束后，有队友到高翔

房间跟他告别，说是今天和其他3人一起

离队了，“反正我们也是自由球员了。”高

翔有些伤感，“我每个月工资2.5万元，3个

月就是7.5万元，再加上2012年欠的，快20

万元了。我从19岁就来成都，踢了7年，这

是球员最黄金的7年了，我的存款还不到

60万，说出来，你信不？”高翔跟其他6名

球员的合同将在本赛季结束后到期，到

目前为止天诚方面还没有人跟他们谈过

续约的事情，但或许等不到那个时候，高

翔就会离开这家俱乐部了，“明天我不

准备随队去北京了，原因你们都懂的，我

对这个俱乐部是彻底伤透心了。”

答应送女友的iphone6

结果“水”了

时间：昨日早上6点

人物：球员小天（应受访者要求隐去其真实姓名）

信用卡还不上

忍痛戒掉网购

7年青春

换来“透心凉”

时间：昨日中午12点

人物：球员高翔

时间：昨日上午11点

人物：工作人员小诚（应受访者要求隐去其真实姓名）

成都这几天气温骤降， 外援

布里斯甚至穿起了羽绒服， 中午

刚过，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室外

温度更加低。因为昨天是欠薪“大

限日”，因此不少记者都等候在训

练场边， 期待着球队主教练李章

洙能够有点什么说法。 出人意料

的是， 一向训练准时的李章洙却

迟迟没有走出来， 或许是不知道

怎么面对媒体， 他跑到理疗室跟

布里斯聊了半天， 最后眼看躲不

过，他才走了出来，记者们蜂拥而

上，各种提问抛向他。最后李章洙

爆发了：“我把我首尔的房子卖了

拿来发工资好不好？”

不凑巧， 昨天恰好是李章洙

58岁生日。

对这位有着“铁帅”之称的

硬汉来说， 昨天可能是他58年人

生经历中最为难过的一个生日。

从7月执教成足后，李章洙没有拿

到过一分钱，更令他尴尬的是，他

的团队也没有拿到一分钱。 在李

章洙的团队中，有前国脚姜峰、前

首尔FC队助理教练金龙甲， 还有

翻译金日， 这几个都是李章洙的

老朋友、好兄弟。金龙甲在首尔FC

队当助理教练当得好好的， 李章

洙一声招呼， 他立刻辞职来成足

帮忙。因此，李章洙觉得很愧对自

己的这些兄弟， 此前他曾私下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我甚至都不

好意思跟他们说话，我很羞愧。”

投资方上周四承诺昨天给所有

人补发欠薪， 尽管类似的承诺已经

做了多次， 但李章洙原本还是相信

的，“毕竟是大公司，不会这么言而

无信。” 此后几天带队时他脸上笑

容也多了些。但在前天，李章洙就从

一些渠道得知可能这次又是被骗

了，此时，他的信念似乎幻灭了。

带着这样的心情， 李章洙迎

来了自己的58岁生日。 整整一上

午，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中午

吃饭，李章洙也是一脸愁容，倒是

他的兄弟和队员们还记着他的生

日， 有位队员让自己的女友去买

了一些外卖，有炖猪脚之类的，由

助教姜峰送去， 想给李章洙一个

惊喜。但老李收到礼物后，只是脸

上挤出了一丝苦笑， 丝毫没有动

这些食物，明显没有胃口。吃完饭

后金龙甲还“数落”他：“你简直

太浪费了。”

下午4点，原本训练开始的时

间， 但队员们却三五成群地坐在

场边，抱怨着“今后谁还来这鬼俱

乐部”。李章洙和教练们站在场地

中间， 对于球员们的这些举动他

也无能为力。10多分钟后，他把球

员们召集到一起，“今天是承诺发

钱的日子， 但我们又被骗了。不

过，作为职业球员，你们应该为了

球迷， 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好好训

练，好好比赛。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了。”在李章洙的感召下，球员们

终于开始训练，李章洙走到场边，

突然他的电话不断响起， 都是朋

友们打来祝他生日快乐的， 李章

洙不断地说着谢谢， 脸上没有笑

容。此后，他到场上与球员们一起

玩起了“逗瓜”的游戏，慢慢地，

他的脸上才出现了笑容。或许，只

有在足球运动中， 他们才能忘记

那些烦恼，才能获得快乐。

下午6点半， 训练结束了，李

章洙一脸疲惫地回到房间。 记者

问他， 这是否是他人生中最难过

的一个生日， 李章洙思考了一会

回答：“应该是的。”对于未来，不

管是降级甚至俱乐部解散， 李章

洙说他也是无能为力， 接下来他

惟一能做的， 就是带球队打完接

下来的比赛。不过，如果球员不愿

意训练或者比赛了，他也只能“尊

重他们的决定”。

上周的一个夜晚， 记者和他

一起喝咖啡，聊及现状，记者抛出

一个问题———“当年的渝沈假球，

你后来说‘中国足球那一刻让我

很失望’。那么，你现在在成都遇

到的欠薪问题呢？”斑驳树影里的

李章洙猛吸几口烟，喝一口咖啡，

然后一脸无奈一字一句地回答

道：“同样的失望。”

58岁的老李，现在想的，应该是

如何讨薪了。

58岁生日

在欠薪和谎言中度过

时间：昨日下午4点

人物：主教练李章洙

打完前晚的中国元老明星联

队与国际米兰元老队在西安的友

谊赛后， 姚夏拒绝了好友挽留他

在西安多耍一天的邀请， 昨天就

赶回了成都。 一下飞机， 电话响

了，手下告诉他，天诚集团还是没

发钱。“球队搞不好要乱了！”姚

夏赶紧拖着箱子从机场直接往俱

乐部赶， 就在下午训练快要结束

时，他终于赶回俱乐部，放下箱子

第一句话就是：“训练还好吧？”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他心头才

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头， 但此时的

他已是疲倦难耐。

从2009年开始， 成足进入多

事之秋，欠薪欠奖金时有发生，最

危急时甚至“断粮”，早已可以抽

身而去的姚夏不断自掏腰包，帮

助球队度过了最困难的那一段时

间。直到如今，俱乐部都还欠着他

不少钱，据说是接近百万元。不过

这次，姚夏尽力了，却依然难以挽

救这支球队。 他一次次地跟投资

方联系，但一次次地被对方欺骗，

就在本周二上午， 他还专门打电

话给投资方， 告诉对方一定要在

昨天把钱补齐， 不然后果可能非

常严重，但结果是对方又食言了。

姚夏不得不来收拾这个烂摊

子，在办公室里屁股还没坐热，他

就到李章洙房间找老李聊天，晚

上7点， 他又一个一个房间地去

“安抚” 球员， 黑灯瞎火的过道

上，不断能听到姚夏敲门的声音。

他忙得一点都没有提俱乐部欠自

己钱和工资到底该怎么办。 一位

朋友等着他去吃饭， 他只能无奈

地推脱：“等我把这摊事做完了再

说吧。”

看得出来，这次姚夏是真的

累了， 他甚至很认真地说他准

备跟足球彻底说 “分手”：“到

英国去买块地， 当农民算了。”

但责任心让他不能就这样一走

了之， 就在昨晚记者离开天诚

俱乐部时， 姚夏还在一遍又一

遍地试图联系投资方， 一遍又

一遍地向球员说明不能因为欠

薪就擅自离队、不训练、不打比

赛。 虽然明知自己的这些努力

可能都是徒劳， 但姚夏依然在

义无反顾地做着。

这就是姚夏， 一个为成都足

球而苦苦支撑的40岁男人。

一次又一次努力

依然难救活这支球队

时间：昨日下午6点

人物：姚夏（成都天诚俱乐部副总经理）

■

截至昨天，

成都天诚足

球俱乐部已

拖 欠 球 员 、

教练薪水三

个月 ， 按足

协 相 关 规

定，天诚队全

体球员将成

为自由身

■

今日原定

出征北京征

战中甲比赛，

但昨日球员

高翔和外援

马修斯明确

表态不愿随

队出征，而多

名球员甚至

表示在今日

离队

成足将士在艰难等待

成都商报记者 刘海韵 摄

姚夏接受采访

成都商报记者 王红强 摄

昨日训练结束后教练和队员返回宿舍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 摄

在 略 显 冷 清 的 俱 乐

部，仍能看到挂着“重返中

超”的旌旗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 摄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