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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特派记者“熊猫哥”李博在
里约奥运会上身兼数职，不但要为报纸内
容进行报道采写，还要在前方通过成都商
报官方微博为中国网友们奉上视频直播，
让大家能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届大赛的
气氛。在奥运直播栏目《李约里约》上线后，
三次正式播出共吸引了超过75万人观看，
平均观看量超过25万！“熊猫哥”用他诙谐
幽默的风格，配上那有着浓浓火锅味儿的
川普，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奥运报道。

北京时间8月6日早上6点20分，“熊
猫哥”对奥运会开幕式暖场的现场直播开
始了，总计观看量33.2万，收获点赞近50
万；8月7日22点07分，“熊猫哥”直播前往
游泳比赛场馆，当时里约正在刮着狂风，
再加上需要排长队入场，被迫中断了直
播，但当时的观看量总计也高达12.9万，
点赞16.1万；当晚23点30分，“熊猫哥”重
新开始直播游泳场馆内的赛前热身，总计
观看量29.1万，收获点赞近80万！可以说，

奥运会才刚刚开始，“熊猫哥”却已经高速
蹿红，有网友在成都商报官方微博上留言
说：“这届奥运会就认准你的直播了！”还有
人对“熊猫哥”分外怜惜：“一个闷墩儿边走
边说话，还要对抗大风……”

对于自己突然成为网红这一情况，
“熊猫哥”表现得很谨慎，“傅园慧的微博
粉丝一天之间从12万涨到了120万，我的
粉丝还是只有420个，这叫啥子网红嘛！”不
过“熊猫哥”很快还是把心态调整了过来，
他随即高兴地表示，在做奥运会直播之后
很多亲戚朋友都在微信上给他留言，询问
下一次直播的时间，“他们都叮嘱我在外面
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还是多让我感动
的。”据“熊猫哥”透露，“熊猫嫂”也是这次

《李约里约》直播栏目的忠实观众，在对“熊
猫哥”的表现进行肯定之后，“熊猫嫂”也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你能不能把自拍杆伸远
点，这样显得脸小些，不然整个画面都是你
那张大脸，啥子背景都挡完了！”

其实作为纸媒记者，在接到在里约做
新媒体直播的任务时，多少还是让“熊猫
哥”有些忐忑，“这个和我们以往的报道模
式完全不同，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
试，直播什么内容，用怎样的语言来串起
整个过程都是需要考虑的。现在的读者不
光想看到传统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还想身
临其境地去感受大赛氛围。直播这种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在这几次
直播中，最让“熊猫哥”满意的是捧场的观
众很多，而且他对于满意的底线也是极低
的：“大家对我还是比较体谅，都没有怎么
骂我。”而最不满意的，则是前方信号不太
好，经常出现不稳定的状况。“熊猫哥”在
里约直播使用的是手机流量，他在巴西办
的电话卡里面包含了5个G的流量，而每
一次直播大概会用掉500M，这样算下来

“熊猫哥”的流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对此他
感到忧心忡忡：“不知道奥运结束后在流
量上要花多少钱。”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菲鱼示范效应 外媒开始介绍拔罐

美国媒体《今日美国》在科普火罐疗
法的稿件里，第一句话就是“想必看到今
天游泳比赛的观众都会很好奇，菲尔普斯
身上那些红色的圆圈到底是什么呢？”美
国媒体表示，这种疗法叫“cupping”，直译
过来就是“用杯子去吸”的疗法。拔火罐在
中国历史悠久，但在外媒看来非常陌生，

《每日邮报》介绍这一疗法时科普道：“这
一疗法运用玻璃杯子，沿着身体的穴位，
依靠对皮肤的刺激产生吸力，从而造成能
量的流动。”

美国《游泳科学》网站报道，如果说
2004年的1500米自由泳冠军格兰特·哈克
特在奥运会赛场上“展现其（拔火罐留下）
红印”让人们感到担忧的话，那么像美国12
枚奥运奖牌得主、著名女子游泳运动员娜
塔莉·考芙琳，伦敦奥运会4×100米混合泳
接力金牌得主、美国游泳运动员内森·阿德
里安，这样响当当的名人同样痴迷于这一

“圆形印记”时，无疑向人们展示这一神秘
的中医疗法受到了认可和其神奇之处。《每
日邮报》指出，美国人之所以愿意接纳拔火
罐的疗法，这要始于影星珍妮弗·安妮斯
顿，此后，在美国大火的加拿大歌星贾斯
汀·比伯也爱上了拔火罐。而现在看起来，
很多美国奥运选手也喜欢这一疗法。

运动员新宠 从北京奥运开始普及

拔火罐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现
在这一疗法在奥运会各国运动员中也受到
热捧。据英国《每日邮报》昨日报道，美国运

动员十分热衷于用拔火罐来缓解伤痛。不
仅拔火罐，推拿、针灸这些中医理疗方法同
样也受到了很多国外运动员的喜爱。其实
早在8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上，中医诊疗首次
大规模服务这一顶级赛事，无形中向全球
运动员大大推广了一把中医疗法。当时在
北京奥运村里有两个地方，可以得到有关
中医的物理性疗法。一个是在奥运村，可以
接受中医的针灸治疗。同样，在理疗室里也
可以使用中医的推拿手法进行按摩。

自奥运综合诊所开诊以来，前来体验
针灸神奇作用、接受针灸治疗的国外运动
员和奥运官员络绎不绝。关于外国运动员
对中医疗法的热捧，当时的英国《泰晤士
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外国运动员排队尝
试古老中医疗法”的报道，介绍了外国教
练员和运动员在奥运村接受中医治疗的
经历。报道称，奥运村里开设中医门诊，提
供中草药治疗，是奥运历史上的头一次。
而在英国记者们看来，这也博得了满堂
彩。加拿大体操队的教练托尼·斯密斯对
媒体说，在经过奥运村诊所中医针灸之
后，背上困扰他多年的伤痛竟然消失了，
这让他十分震惊。“确实很有效，”斯密斯
说，“我一定会把它（中医针灸）向运动员
们推荐。”

录视频推广 菲鱼已将拔罐当“秘技”

尽管曾有美国专家对拔罐的效果表
示怀疑，但菲尔普斯采用这个手段进行理
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菲尔普斯经常拔火
罐，他甚至专门录制称之为“掌控自己”的
视频来展示推广这一新疗法。对于一个第

五次参加奥运会的 31 岁老将来说，“拔
罐”这门在中国广受欢迎的手艺也许是菲
尔普斯恢复体力的一个“秘技”。在随后的
比赛中，状态不错的菲尔普斯将向他个人
第20枚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另外，前美国游泳名将娜塔莉·考芙
琳也喜欢用拔火罐的方式治疗伤病，她甚
至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发布了正在拔罐
治疗的图片。而她在职业生涯夺得过 12
枚奥运奖牌，不知道是否也有拔火罐的功
劳。美国体操运动员艾利克斯·纳杜就是
其中的一名“狂粉”。在接受《今日美国》采
访时，他介绍了拔火罐疗法的好处，“这是

‘秘密武器’，帮助我缓解在体操训练中带
来的伤痛和损害，它的疗效比我之前花很
多钱去治疗的效果都要好。”艾利克斯·纳
杜透露，他的很多队友也喜欢拔火罐。据
美国媒体报道，担心药物的副作用，很多
运动员不敢轻易使用药物疗伤和缓解疲
劳，于是，他们更愿意选择拔火罐的方式
帮助自己恢复。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知道一下 拔罐疗法
拔罐疗法，古代典籍中亦称之为角

法。这是因为我国远古时代医家，是应用
动物的角作为吸拔工具的。到了隋唐时
期，拔罐的工具有了突破性的改进，开始
用经过削制加工的竹罐来代替兽角。拔罐
疗法在中国已有 2000 余年的历史，并形
成一种独特的治病方法。长期以来，拔罐
主要是用以治疗痈种疮毒。拔火罐可将组
织内淤肿拔到体表，让局部的淤肿尽快消
除，对急性损伤的效果较好。

火罐印抢了金牌的戏
菲鱼的这次“广告植入”

三场直播圈粉75万
“熊猫哥”瞬间成网红

里约奥运会开幕前，中
国奥运代表团成功地将蚊
帐推向世界，昨日在游泳比
赛现场，大家又发现一些游
泳队员竟然满身的火罐印。
尤其是美国泳坛头号选手
菲尔普斯获得历史性的19
金，成为奥运第一人后，细
心的观众发现他的身上有
很多圆形的深色印记，仔细
一看，这其实都是拔完火罐
后的印记。美国多家媒体，
更是在赛后撰文为看完菲
鱼比赛后一脸疑惑的美国
人们详细解释了菲尔普斯
肩上背上的那些红印子，是
怎么一回事情。此前英国
《每日邮报》就称，菲尔普斯
最喜欢的疗伤方式，就是我
们中国人最熟悉的拔火罐。
其实拔罐这种中医疗法目
前已在美国奥运代表团中
大受欢迎，美国体操队、田
径队也都有不少选手钟爱
中医的火罐疗法。英国《每
日邮报》这则报道的标题就
是“美国队着迷于古代火罐
治疗技术”。或许，经过菲尔
普斯的这次“广告植入”，拔
罐在全球范围内将更为盛
行了。

菲尔普斯昨日帮助美国队获得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冠军，也收获了他个人的奥运第19金

在菲尔普斯等运动员的推广下，拔罐疗法如今已盛行于美国奥运代表团

让拔罐更火了

国足12强赛首战裁判敲定

亚足联日前公布了世预赛亚洲
区 12 强赛国足首轮客战韩国队的
裁判组名单，阿联酋人哈桑将作为
主裁判率领其他三名阿联酋裁判执
法本场比赛。

说起哈桑，中国球迷并不陌生，
今年上半年他就已经执法过9场有
中超球队参加的亚冠比赛。2015年
亚洲杯小组赛次轮，国足2比1逆转
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也是由
哈桑执法的。到目前为止，哈桑执法
过11场中国球队参加的国际比赛，
中国球队在这些比赛中的战绩为4
胜 3 平 4 负。最大的争议是恒大在
2014 年亚冠 1/4 决赛客场 0 比 1 不
敌西悉尼流浪者一战，当时哈桑将
恒大的张琳芃、郜林红牌罚出场外，
里皮冲入场内向哈桑抗议，结果也
受到了亚足联的追加处罚。在恒大
被淘汰出局后，哈桑遭到广州球迷
的口诛笔伐，称其为“黑哨”。去年亚
冠淘汰赛阶段，亚足联本来准备派
哈桑再次执法恒大的比赛，但遭到
恒大方面的抗议，最终迫使亚足联
更换了当值主裁。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内马尔领衔 两战仍一球不进
巴西男足教练向球迷道歉

“巴西男足的奥运夺金计划从顶峰跌
到了谷底。”这是在昨天上午巴西队结束
了奥运男足第二场小组赛之后，《世界体
育报》的点评。面对顽强的伊拉克人，内马
尔领衔的桑巴军团进攻端再度吃了零蛋，
只能迎来连续第二场0比0。

面对实力强大又主场作战的巴西男
足，各大对手的策略无疑都是摆大巴，争
取拼下一场0比0的平局。南非队上一场
成功了，伊拉克人这一场同样做到了。巴
西队总教练米盖尔代表巴西男足向满心
期待的巴西大众道歉。他说，“我们没做
好该做的，我们向球迷、在场加油的巴西
民众致歉，我们辜负了他们。”本场比赛
之后，两连平的巴西队积2分，和伊拉克
并列小组第二。丹麦积4分排在榜首，南
非则1分垫底。最后一轮巴西将迎战小
组头名的丹麦，伊拉克对阵南非。如果巴
西不能取胜，那么伊拉克和南非一旦分
出胜负，就将宣告桑巴军团出局。巴西上
一次在奥运小组出局，还要追溯到1972
年。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里约残奥会被全面禁赛
俄提起诉讼

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日前宣
布禁止俄残奥代表队所有运动员参加里
约残奥会后，俄体育官员纷纷表示不服，
并已就此向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
裁法庭提起诉讼。

俄体育部长穆特科回应说，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的“独立个人报告”从来没有
提到俄残奥委，国际残奥委会的全面禁
赛决定是没有先例的，“我不明白他们依
据什么这样决定”。他表示，这一决定打
击了大批俄残疾运动员，“我们全力支持
全俄残疾运动员联合会向仲裁庭就上述
决定提起诉讼，要求恢复俄残奥运动员
的参赛资格。“我相信，我们会获得有利
的判决结果，”穆特科说。

已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递交了诉状
的全俄残疾运动员联合会主席泽列兹涅
夫怒气难平地说，他曾要求国际残奥委
会点出那些有兴奋剂嫌疑的俄残奥运动
员的名字，“把运动员的尿检结果拿给我
们看，但国际残奥委会的人说他们没有
这些东西，这根本对不上茬儿啊！”他表
示，上述禁赛决定就是要把残奥会与“政
治”扯在一起，“我希望‘公正’能最终取
得胜利”。 （新华社）

菲鱼亲吻他的第19枚奥运金牌

菲尔普斯身上的火罐印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