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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出场费的节目不想去

公益性节目抢着去
在傅园慧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运动

员以她这样的方式一夜爆红，以至于很多人
都忽略掉了她在仰泳项目上的超强实力。奥
运期间的首次网络直播，傅园慧就吸引了上
千万观看，在她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直
率敢言、表情丰富的“另类”运动员。

里约奥运会后，短暂的调整期，傅园慧
成为了各大卫视争相邀请的对象，甚至在近
期还传出她收到了央视春晚的邀请。作为一
个人气颇高的运动员，傅园慧会在电视上说
出“摸孙杨和宁泽涛的腹肌都摸够了”这样
的金句，自然很具话题性，也容易受到电视
台的青睐，但实际上，在父亲傅春昇看来，傅
园慧内心对于上电视是抗拒的。“贝尔的那
个节目是她自己想去的，其他的其实她并不
愿意去，都是听上面安排，有些确实推不
掉。”据父亲透露，傅园慧对于电视节目并没
有太大兴趣，她还是希望在游泳方面能够有
所突破。对于外界质疑傅园慧上太多电视节
目会影响训练的言论，傅春昇并不认同，“其
实并没有很多，有一些还是公益性的节目，
我还跟她开玩笑说，那些拿着钱让你去的节
目你不去，不给钱的你反倒抢着去，你是不
是有点傻啊。”而对于外界关心的傅园慧是
否会登上鸡年春晚的舞台，傅春昇也坦言：

“这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不急着挣钱

曾推掉上千万代言
随着知名度和曝光度的提升，傅园慧的

商业价值也一路飙升，业内传言代言费已达
到一线娱乐明星的价格。趁着当红，多接代
言多赚钱是很多人的普遍做法，但向来不按
常理出牌的傅园慧却偏偏不这么干。从回国
开始，傅园慧就接到了无数的邀约，有希望
她去参加走秀活动的，有希望她代言商业广
告的，有请她去打网络、手机游戏的，五花八
门，外加各种采访要求。寻找和联系傅园慧
的渠道也是多种多样，有找到游泳中心、国
家队、浙江队的，有找到与傅园慧熟识的新
闻记者的，还有的把电话打到了傅园慧的父
母那里，各显神通。凡是直接找到傅园慧本
人的，傅园慧一概拒绝和推掉，为了避免麻
烦，她把这些事情都推给了父亲傅春昇，并
且还让父亲尽量不要接。

在别人眼中羡慕不已的商业赞助，但傅
园慧的回答却是典型的她的风格，“我并不是
很缺钱啊”。傅春昇在杭州是一家知名四川白
酒品牌的经销商，奥运会后这家白酒品牌找
到他，希望让傅园慧来代言该品牌，而他们也
开出了上千万的丰厚代言费，但没想到这样
的大合同却被傅园慧拒绝。女儿不愿意，傅春
昇就有可能得罪生意上的朋友，但他还是表
示“尊重女儿的想法”。

早已恢复训练

目标并非金牌
前不久的东京游泳亚锦赛上，傅园慧拿

到两枚金牌，在微博上她开心地写道：“我的
少女心爆发了。”对于傅园慧来说，获得奖牌
比什么都让她开心，虽然名字如今常常出现
在娱乐版块，但在她的心目中，还是把自己
定位为一名运动员。据傅春昇说，东京完赛
归来后，傅园慧回了趟家，然后又回到队上
训练。实际上，除了奥运结束后的短暂休整
外，她一直没有放弃训练，“她最希望的还是
自己能够在游泳上取得突破，倒不一定是金
牌，只要能够超越自己就算成功。”对于金
牌，傅园慧的心态相当好，也正因为这样，她
才会在奥运会上因为开朗的性格受到大家
的喜爱。

9月底，傅园慧参加了2016年国际泳联
短池游泳世界杯北京站的比赛，奥运会后首
秀，傅园慧选择了自己并不算擅长的自由
泳，最终只取得了50米第七名的成绩。让傅
园慧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普通的比赛立刻在
网上引起争议，不少人表示，这是因为傅园
慧参加太多活动耽误训练所导致的，甚至还
有人断言，如果是这样的成绩，傅园慧将昙
花一现，很快就泯然众人矣。对于这样外界
的争论，傅春昇都看在眼里，“其实自由泳并
不是她的主项，不过很多人还是会发出这样
的声音”。傅园慧自己也会经常上微博，也会
看这些负面的评论，但生性乐观的她并不会
把这些放在心上，她明白只有成绩才能证明
自己。正因为如此，亚锦赛上的两枚金牌才
会让她如此兴奋，既是对自己刻苦训练的回
报，也是对外界质疑的最有力回击。

朋友友善建议

父亲却不愿傅园慧改变性格
“人红是非多”，对于这句话傅春昇也算

深有感触，傅园慧的走红让他变得更加忙
碌，而针对女儿的争论也没有从网上停息。
一直以来，傅园慧的性格都是大大咧咧的，
傅春昇的一位朋友就曾友善地向他建议，应
该让傅园慧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不然这样
下去会吃大亏。不过对于朋友的建议，傅春
昇却不以为然。“从小傅园慧就非常善良，我
不希望她改变自己的性格，希望她一直保留
着对世界美好的想象。”傅园慧能够养成如
此乐观的性格，和父母开放的教育方式有着
直接关系。平时与女儿接触时，傅春昇的想
法就是，训练已经这么辛苦，不要背负太多
压力，怎么开心怎么来。

在父亲心目中，傅园慧对于游泳还是保
持着以往的那股热爱。据傅春昇透露，为了
不让过多商业上的东西影响训练，他们甚至
没有签经纪公司。“签了经纪公司肯定就会
出席更多商业方面的活动，她不愿意，所以
我们就暂时没签。”

出生于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环境，傅园
慧练习游泳并不只是为了挣钱和金牌，每一
次突破都能带给她很多快乐。“没心没肺”的
性格也许会让她碰壁，但作为父亲，傅春昇
还是希望傅园慧不变初心，一直保持最真实
的自己，享受游泳带来的快乐。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昨晚，纪录片《转折点——郎平》下集在央视
播出。由于郎平之前曾在微博中暗示会在这期节
目揭晓自己是否会继续执教中国女排的答案，因
此这期节目也备受关注。在这期节目中，郎平表
示，的确有国外球队在里约奥运会结束后主动找
上门邀请她出山，但被她一口拒绝了，郎平说：

“要带就带中国女排，要不就不带了。”当然，郎平
现在正在美国接受治疗，她需要先确定身体情况
是否允许自己继续执教。虽然对于是否继续执教
中国女排郎平还未正式敲定，但从郎平的表态来
看情况比较乐观。

2013 年 4 月 25 日，郎平第二次接手中国女
排，她说道：“一开始我一直没同意，因为从我这
个年龄来说，要应对主教练需要完成的那么多工
作量，感觉有些吃不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顶下
来。所以其实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刻，自己依然十
分犹豫。”郎平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这几年
多亏了教练组的通力合作，帮助他分摊了不少工
作压力，同时她也是在有意带一些年轻的教练，
目前的中国女排有包括安家杰在内的六名男助
教，安家杰前不久还带队去打过世界女排大奖赛
的总决赛。

很多人都关心郎平执教中国女排的待遇问
题，也有媒体猜测 2013 年的时候是恒大方面在
年薪待遇方面做了一定承诺，才让郎平下决心再
次执教中国女排的。在昨天的节目里，郎平回应
说：“（执教中国女排的选择）与待遇一毛钱关系
都没有，如果我去国外带别的队，积蓄、收入会更
多。”一个月前，郎平在上海接受专访时，曾透露
自己身体情况比较糟糕，近期将到美国做全面的
检查，可能还要接受手术治疗，能否继续带中国
女排的事情还是未知数。在《转折点——郎平》的
结尾，郎平做了回应，她表示还是先接受治疗，再
看情况而定。而郎平的母亲在被编导梁迈问到是
否愿意让郎平继续执教中国女排时，郎平的妈妈
说：“她干不了了，她一身都是伤，她要继续干的
话，我看会躺在训练场上。”郎平的回答很让球迷
们感到温馨，她说：“还是先治疗吧，要不走路都
一瘸一拐的，这也影响国家形象啊。”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是否继续执教中国女排

郎平：
继续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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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的里约，一段采访视频让一位20岁的游泳少女一夜爆红，
也让“洪荒少女”傅园慧这个名字变得家喻户晓。后奥运时代，傅园慧掀
起的热浪并没有停歇，频繁亮相电视节目，一如既往的说话方式，在收
获越来越多粉丝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质疑她会因此耽误训练。一个“没
心没肺”的少女就这样卷入了全民娱乐时代的洪流，有惊喜，也有苦涩。
但在其父亲傅春昇心中，她还是那个傻傻可爱，不变初心的傅园慧。

成都商报专访傅园慧父亲
讲述他眼中的“洪荒少女”

频繁上电视
内心很抗拒

亚冠增加外援？
除中超都反对

日前亚冠决赛两回合比
赛期间，亚足联分别在全州
和艾因召集东亚大区和西亚
大区职业联盟成员，就亚冠
是否增加外援事宜进行了商
讨，据《体坛周报》报道，除中
国外的东亚大区和全体西亚
大区的与会代表都反对增加
外援名额，惟独中超代表在
东亚大区召开的会议上坚决
要求增加外援，即由现在的
4 名外援变成 5 名外援。据
悉 ，亚 足 联 已 确 定 2017、
2018赛季继续采用3+1外援
形式，至于2019年之后的情
况，将在明年 2 月于吉隆坡
召开的会议上就外援名额增
加事宜作出最后决定。

亚足联早些时候提出增
加外援名额的话题，很重要
的原因是因为世俱杯扩军，
国际足联新主席因凡蒂诺表
示，希望从2019年开始世俱
杯扩军为32队参赛，设想中
的新赛事将会允许亚洲四家
俱乐部参赛。亚足联正是为
了将来能够在世俱杯上有所
突破，提出增加亚冠外援名
额的动议，毕竟欧洲俱乐部
在欧盟政策下外援几乎毫无
限制，亚洲因此会显得较为

“吃亏”。不过，除了中超代表
外，亚足联其他协会成员都
对增加外援毫无兴趣，日韩
澳代表甚至明确提出反对，
毕竟他们的财政情况都不理
想，如果亚冠增加外援，得益
的只能是财大气粗的中超。
令人意外的是，西亚“土豪”
也全部反对增加外援。亚足
联最终的决议将在明年2月
份做出。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5年1亿元
打造全新
五人制超级联赛

昨日中国足协召开新闻
发布会，宣布与领驭国际进
行战略合作签约，打造全新
的五人制超级足球联赛。双
方这次合作签约为期 5 年，
合约价值 1 亿元人民币，将
五超联赛打造成为一项健康
的升降级联赛，并争取在10
年后让五超联赛成为覆盖5
亿人、媒体价值达到10亿元
的赛事 IP！目前，五超联赛
共 有 12 支 足 球 队 ，2016/
2017 赛季五超将在今年 12
月正式开赛，领驭国际将在
业务上接受中国足协直接指
导的形式，承担起五人制足
球运动开展过程中赛事组
织、活动运营等工作。相比以
往，新赛季的五超联赛已有
诸多改变，特别是各俱乐部
将建立青训体系，组建多层
次年龄队伍。改革后的五超
联赛蕴藏着巨大的商业价
值，据估算，仅媒体价值一项
就达到4亿多元。

对于中国五人制足球的
未来，中国足协和领驭国际
计划形成“三步发展”方案，
争取到 2026 年时让全国职
业俱乐部总数量超过50家，
注册职业运动员超过 1000
名，每年到场观赛球迷人数
超过 500 万，每年直接参与
五人制足球的人口达到 3
亿。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傅园慧其实很不想引起关注 图据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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