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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摄影 王红强

“十星球员”

投票活动声明

近日，部分家长向本报反映，成都

商报与成都市足协联合举办的“十星

球员”投票活动中部分球员票数出现

异常增长。接到反映后，我们立刻展开

调查，经查，部分球员投票在端午节期

间出现大量增长， 原因是在端午节前

活动后台系统在进行测试后未能正常

关闭， 导致端午节期间不少人通过微

信及其他方式进行投票。 早在活动开

始前，本报就多次声明，成都商报APP

是本次活动惟一投票平台。 为了公平

起见， 后台将通过微信及其他方式刷

票的票数全部清零， 同时对系统故障

进行了修复，而在此期间，凡是通过成

都商报APP进行的投票仍然将正常统

计，不会受到影响。“十星球员”投票

活动将于6月30日24点正式结束，大家

仍然可以通过成都商报APP进行正常

投票。 对于此次系统出现问题为大家

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活动将秉

承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欢迎各位监

督。

本报记者

权健与泰达闹分手

孙可或将无球可踢

《现代快报》记者昨晚得知，以6600

万元转会费引进江苏舜天国脚孙可的

天津泰达队主赞助商权健集团，因与

实际控股的泰达集团在股权转让方面

未谈拢，最终宣布撤资了。由于天津泰

达目前还没给国内球员转会“标王”

孙可注册，而舜天也认为孙可现在是

天津泰达权健的人，这意味着孙可接

下来或将面临无球可踢的局面。

近一段时间，因操作当红国脚孙

可以6600万天价从舜天转会至泰达，

权健集团的名字可谓引爆了全国球迷

的眼球。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天价引

进孙可并不是泰达方面的意思，而是

权健以此“要挟”泰达以实现控股的

一个筹码，泰达方面希望权健只投钱，

不要过问球队的具体事务，这让双方

的矛盾公开化。据天津同行介绍，权健

高层与泰达高层昨天进行了一次会

议， 双方就控股转让事宜进行了最后

一次谈判，但不欢而散，最终权健集团

决定终止对泰达队的赞助，并已上报

有关部门等待批示。据天津同行介绍:

“孙可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 一方面

泰达根本不想要孙可，主要是孙可身

价太高，薪水甚至是队内大牌周海滨

的好几倍，这将打破队内的平衡。另一

方面，权健撤资后，别说孙可的工资，

泰达球员的奖金以后谁发都是个问

题， 因为此前都是权健方面发赢球奖

金。”

有消息称，权健方面希望将孙可

先放回江苏舜天踢完本赛季，舜天高

层表示：“我们是在收到了全额转会

费后， 才官方宣布转会的。 现在的问

题，是权健和泰达方面的事情，我们没

有权利和义务去解释别人家的事。我

们不去假设任何可能出现的局面，而

且我们也确实没得到权健方面的消

息，所以我们暂时也不便多说什么，只

能静观其变。”

特约记者 程玲林

高科技运动背心

武装全队需要一百万

刘林到U18国青队工作，还带来了一

箱子的宝贝———高科技运动背心。类似背

心很多国外俱乐部都有装备，而在国内像

恒大、鲁能、国安等俱乐部以及男女国足

也在使用，他主要通过GPS发射器和心律

器记录球员在训练、 比赛中的所有细节，

通过战术分析和体能监控图表来分析运

动员表现。 在女足世界杯上表现出色的

中国女足目前装备的也是和国青队同一

品牌的高科技运动背心， 只不过女足只

有11件， 而且还是借来的。 而刘林带到

U18国青队却足足有30件高科技运动背

心，足以装备U18国青队的每一名球员。

这套装备价格昂贵， 整支球队采购的话

需要100万人民币，而刘林从在国青队服

务开始， 一直是免费提供这套产品供球

队使用，他笑着说：“一直都没有收过足

协的费用，算是我们支持国字号了。”

这套背心主要是采集训练和教学

比赛中队员的心率的变化以及跑动轨

迹、距离、强度等等，每名球员的数据都

会通过基站传到刘林ipad上的 “足球训

练即刻监控系统”中，一名球员的耐乳

酸能力如何、折返能力如何、对训练强

度的适应情况如何都可以得到反映。而

刘林的工作就是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

反馈给教练和球员，球员也可以及时与

他进行沟通，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自己

身体数据的变化。这也导致刘林的工作

量极大，他表示，自己每天都是从早上7

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2点，“确实有

点吃不消，目前我也在和开发这套终端

的工程师协商，看能否解决数据采集后

自动生成报告的功能，现在国外已经达

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攻克这个难题。”

让刘林欣慰的是，目前中国足协已

越来越重视“机能与生化”工作，刘林

还将被派到1999和2000两个年龄段的国

字号球队中进行建立数据库的工作。刘

林表示：“以前中国足球成绩一直不好，

和不重视这方面工作有关系，队里也缺

少专业人士协助，而现在是越来越往好

的方面发展，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健将手机客户端”+高科技运动背心

“生化武器”武装国青队

“熊猫杯”昨日开幕，国青队以1比2不敌斯洛伐克队

检测晨脉的手机客户端

连国足都还没玩过

26岁的刘林是武汉体育学院足球专业的

在读研究生， 主攻运动生理方面。2014年初他

就开始为国青队服务，最初跟随的是1995年龄

段国青队。在1997年龄段国青队成立后，他又

调到队中工作。 刘林的工作从早上7点起床实

际就已经开始了，这支U18国青队装备了一项

连国足都还没有的高科技产品———“健将手

机客户端”。这是一款用于测试运动员晨脉的

工具。晨脉测试的是运动员早晨时的基础脉搏

数，它是评定运动员运动强度和疲劳情况的常

用客观指标，也是诸多教练员日常监测、了解

运动员对训练强度反馈的最常用指标之一。

U18国青队领导郭辉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晨脉测试是睡醒后不能动，第一时间就

要测量。所以以前测试晨脉，要么是让球员

醒来时自己测，要么是队医在球员还没有起

床时进入房间测量，“但这两种方式都弊端，

球员自测的数据很可能不太准确，而队医早

上进房间测试的话又容易影响到球员的睡

眠。”而U18国青队目前装备的这款“健将手

机客户端” 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刘林透露：

“现在队内每个队员手机上都安装了这个软

件，早上起床后，他们在第一时间打开软件，

就像扫描二维码一样，用手机扫描自己的手

指。另外，这款软件在测量晨脉的同时，还会

自动询问球员一些问题，比如“早上醒来感

觉如何，累不累”、“对教练下午的安排有何

了解”、“对教练的讲解有什么想法”……球

员都可以自行回答，然后这些回答和晨脉数

据就会统一发送到刘林的手机上。 刘林说：

“这些问题不一定每天都相同， 可能会根据

球员数据的累积有所区别。”

刘林表示， 当接收到这些数据和回答

后，对队员每天的情况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了

解，然后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反馈，在“健将手

机客户端” 里面回复给球员。“采集的目的

是监测球员心率的变化，假如一名球员的心

律突然很高， 可能说明头一天的训练量大

了，或者晚上没有睡好。我根据这些数据能

够了解球员的身体状况，然后和他们进行沟

通。有的队员数据变化比较突出，我就会在

隔一天早上采几滴血， 测一下他的生化指

标，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心律的升高。”

昨日三名球员抽筋

有两人在意料之中

由于这款“健将APP”在前不久

才由武汉体院联合一家机构开发出

来， 所以武汉体院方面率先提供给刘

林所在的U18国青队使用， 其他国字

号，包括国足在内都还没有配备。据刘

林介绍， 虽然这款产品还需要经过长

期的试用以及论证后才会在国内各运

动队内进行推广， 但目前U18国青队

对这款产品的反映还是非常好，“李

明指导、 郭辉领队对这方面还是很重

视， 毕竟试用这款产品的目的就是了

解球员的身体情况。队员不能累了，否

则就容易受伤， 影响到后面的训练和

比赛计划， 以前只能靠球员和教练自

己去感觉， 而现在有了这种高科技产

品， 就能用更科学的方式去监测队员

的身体情况。”

在昨日下午的“熊猫杯”比赛中，

U18国青队有3名球员在场上出现了抽

筋的情况， 这也引起在球迷和在场媒

体的议论。 刘林认为这是多方面原因

造成的，“第一，和主场作战有关，球员

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第二是我们刚从

广州过来，那边太炎热了，队员经过在

那边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后， 可能还

没有恢复过来。”不过由于一直对球员

的身体状况进行监控， 抽筋的球员中

有两人其实是在刘林的意料之中。

“通过此前的数据采集、分析，我

赛前就估计到队长姚道刚和边卫李扬

是有抽筋的可能的， 只不过按照我的

推算， 姚道刚应该能打到七八十分钟

才会出现抽筋的情况， 但这场比赛60

多分钟时球打在了他有伤的小腿上，

导致瞬间肌肉绷紧，造成了抽筋。”刘

林说。 而场上另一名球员黄闯的抽筋

则在他的意料之外，“一般中卫很少

会出现抽筋，所以黄闯让我有些意外，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他抽筋， 我在吃

完晚饭后还会去跟他聊一聊， 接下来

的晨脉测试也会重点观察他的数据表

现。我相信通过分析和调整，下一场比

赛我们球队抽筋的现象会有好转。”

昨日下午2015

年“熊猫杯”国际

青年足球锦标赛进

行了揭幕战， 中国

U18国青队在最后

时刻失球，1比2惜

败于斯洛伐克U18

队， 另一场比赛中

日本U18队6比0大

胜吉尔吉斯 U18

队。虽然首战失利，

但U18国青队却是

一支被高科技武装

起来的队伍， 他们

队中除了负责“体

能与恢复”、“技术

与分析”的工作人

员外， 还专门配备

了一位负责“机能

与生化”的武汉体

院在读研究生刘

林， 而在其他国字

号球员中， 这方面

的专业人士往往被

笼统地称为“科研

人员”。

成都商报记者

了解到， 这位武汉

体院在读研究生为

U18国青队带来了

诸多监测身体指标

的高科技产品，比

如高科技运动背

心， 正在征战女足

世界杯的中国女足

只有11件， 而这支

U18国青队就有30

件， 基本保证每名

球员都能配备，另

外 还 有 一 款 产

品———“健将手机

客户端”， 甚至是

连国足都还没有装

备的 ！ 在这样的

“生化武器” 生成

的大数据的帮助

下，U18国青队的

训练更加量化和清

晰化， 训练的目的

更加明确， 质量也

会更高， 未来的战

斗力也值得期待！

国青队球员在昨日比赛中多人出现抽筋现象，引起了队内科研人员的高度重视

“健将手机客户端”高端亮相

刘林展示高科技运动背心

足球训练即刻监控系统

最近一段时间的电视荧幕， 已经

被大叔们承包了：先是刘恺威的《两

生花》《你是我的姐妹》《抓住彩虹的

男人》在多家卫视播出；接着霍建华

主演的《花千骨》又在湖南卫视钻石

剧场播出，形成和刘恺威打擂之势。

《花千骨》中，36岁的霍建华和28

岁的赵丽颖饰演恋人， 在昨日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霍建华笑言，刚和

赵丽颖搭档的时候， 总感觉像是父女

的关系，让他忍不住要摆出“长辈”的

架势来，“后来熟了，又感觉我们像大

叔和小姑娘， 磨合了很久才渐渐有了

搭档的感觉。”

自2009年在《仙剑3》中饰演徐长卿

后， 时隔六年霍建华再次接演仙侠剧

《花千骨》，从“白豆腐”变成“白子

画”，女主角变了，仙侠男主角依旧是仙

风道骨。霍建华坦言，这两部仙侠剧是自

己最重要的作品，前者帮自己站稳“古

装剧第一男主角”的位置，《花千骨》则

帮自己再次赢得话题与高关注度， 更有

原著粉丝表示， 霍建华饰演的白子画堪

称“神还原”，不仅气场爆表，站在那里

就是他们心中的长留上仙。

“剧组找到我的时候，因为又是

仙侠剧的原因，我考虑了很久，他们也

一直没有放弃，游说我半年之久，这份

诚意真的打动了我。”霍建华说，自己

没有看过原著，“但听说原著小说作

者担任编剧，我想改动也不会很大，看

到剧本时确实非常精彩。”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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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娱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商战小说《网

络英雄传》 的创作者是两位身经百战的

成功企业家， 作者之一的刘波是全国知

名的房地产营销专家， 另一名作者郭羽

则是浙江互联网行业的领军人物。 功成

名就的企业家也来抢作家的饭碗， 这部

小说有何特别之处？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专访了作者刘波， 他表示：“创业路上有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 希望这部作

品成为创业者的实战宝典， 我们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会遇到什么问题，

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应对。”

这是一本互联网创业宝典

单听名字，《网络英雄传》更像一个

网络游戏的名称，其实不然，在作者刘波

看来，这是一本互联网创业的宝典，他和

郭羽用自己几十年来的创业经历告诉正

在创业或者想要创业的年轻人， 互联网

创业到底有哪些坎坷， 有哪些成功的秘

诀以及失败的教训。

《网络英雄传》并未按照传统的模

式发行，而是先利用移动互联方式，采用

微信公众号和移动阅读平台率先进行网

络发布，之后再发行纸质版本。小说的社

会背景是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当代中国，描写了郭天宇、孙秋飞、刘帅等

大学生创业者，从企业初创开始，克服种

种苦难，抓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机遇，最

终获得创业成功的故事。

刘波和郭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因

为诗歌而认识，郭羽曾于1993年出版诗集

《夜行列车》，刘波也曾在《夏雨岛》《边

缘》等大学生诗刊上偶尔发些诗作。大学

毕业后，两人天各一方，各自创业，但都还

保持着联系。如今，郭羽在杭州已经是著

名的互联网投资人，而刘波则是房地产商

人。说到为何写作《网络英雄传》，刘波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三年前，他和曹德旺交

流，当时对方就告诉他，说一个企业家如

果成功了，他应该要有一种方式去回馈社

会。“曹先生想通过某种方式和路径告诉

现在的年轻人， 成功的路是一个干干净

净、清清楚楚的过程。这个非常契合我的

想法。我和郭羽一说，于是我们两人就决

定做这么一件事情，通过著书立说，告诉

年轻创业者一些创业中的问题。”

这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刘波反

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创业并非一帆风顺，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他和郭羽本来

就有非常坎坷的创业经历， 这其中有失

败、有各种潜规则，郭羽甚至还经历了搭

档突然去世的不幸，“这是一部半自传体

小说，有虚构的成分，但故事中大量的案

例是我们真正遇到过的。”

刘波说， 这本小说并不是一味鼓吹

成功或者说你看了这本小说就能成功。

在刘波看来， 书中更多的是如实记录了

创业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天价饭局、夜

总会公关、 莫名其妙的官司等，“我只是

如实记录我们曾掉进过哪些坑， 是什么

样的，你即使看了这部作品，也有可能会

掉到坑里，但我是教你掉进坑里后，该如

何处理。”

刘波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他最希望

告诉读者以及创业者的是， 如果想要成

功， 那一定要学会顶住创业中的各种艰

辛，“当然小说中的结局是完美的， 我们

更希望大家看到积极的一面吧， 只要坚

持你的商业模式、坚持方向正确，有正确

的人生观和事业观， 那你创业也许就能

成功。”

刘波称， 已有多家出版社和影视制

作公司准备购买版权， 纸质书和影视剧

的改编拍摄计划也会尽快提上议程。他

和郭羽还会在七月份创作第二部， 故事

构架已经出炉。

热门商战小说《网络英雄传》

5天阅读量300万次,作者竟是企业家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被称为中国首

部 “互联网+”的

长篇商战小说《网

络英雄传 i———艾

尔斯巨岩之约》

（简称《网络英雄

传》）6月18日在移

动互联阅读平台

“和阅读”上连载，

5天后阅读量达到

了近300万次。更神

奇的是， 这一电子

小说的读者中，既

有演员李晨， 也有

财经作家吴晓波、

分众传媒董事长江

南春等， 可谓渗透

进了各种 “朋友

圈”。

霍建华：和赵丽颖演恋人很搞笑，更像演父女

霍建华和赵丽颖在《花千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