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恋爱
拿冠军
想火锅

还记得前成都谢菲联外援布兰
登吗？中超2009赛季，布兰登为成
都谢菲联队出场21次，攻入11球，
成为球队的当家射手，为球队成功
保级立下汗马功劳，更一跃成为队
内最受球迷欢迎的外援之一。在成
都谢菲联的球迷中，球迷更是用“神
灯”的昵称来称呼这位他们所喜欢
的球员。今晚亚冠小组赛上海上港
VS西悉尼流浪者队的比赛中，曾经
是成都球迷“神灯”的布兰登或许就
将代表西悉尼上场。

昨天在上海，刚见到成都商报
记者，布兰登就迫不及待地说，“请
你帮我告诉所有的四川球迷，我真
的好想他们。天天都好想念成都的
火锅，哈哈。”在布兰登离开成都多
年之后，仍有不少球迷打电话到成
都商报体育部，询问“神灯”的近况。
布兰登离开成都后干了啥，这几年
他耍了个稳定的女朋友，拿了一次
亚冠冠军，还天天想念成都的火锅。
成都商报记者代成都球迷给“神灯”
赠送了一个身上写着“男神”的熊
猫，并告诉他“男神”就是“王子”、
“偶像”的意思，“哈哈，我希望成都
球迷永远记住我迷人的样子！”布兰
登一本正经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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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此前报道了乐视体
育从本赛季开始买断亚足联赛事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全媒体版权，球
迷今年可能将无法在央视上看到
亚冠直播的消息。而昨日下午，路
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亚足联
已终止了与乐视体育为期四年的
赛事转播合同，原因是乐视体育未
能支付最近到期的一笔分期付款。

2015年10月乐视体育与亚足
联联合宣布，乐视获得 2017-2020

年亚足联旗下所有赛事在中国大
陆地区的全媒体版权，包括亚冠和
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世预赛12强
赛。但就在乐视独家直播了今年亚
冠资格赛以及小组赛首轮后，便传
出亚足联终止双方合同的消息，无
疑令人震惊。这已经不是乐视第一
次遭遇类似的“欠款停播”问题了，
去年12月乐视就因为付款问题而
险些失去英超转播权。

腾讯财经透露，有知情人士向

他们确认了亚足联终止合同一事的
真实性。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与乐视
体育方面取得联系，其公关部人士
回应称：“我这边也在了解情况，有
消息第一时间告知你。”昨晚网上流
传一份“乐视体育”的公告，否认与
亚足联中断合作，并表示未来将与央
视一同转播亚冠。成都商报就此向乐
视体育公关部人士求证时，对方表
示：“这不是官方公告，一切以我给你
的为准。”但截稿前，尚未收到乐视体

育方面的最终答复。而成都商报记者
昨日从乐视体育的直播预告页面上
看到，本轮的亚冠赛事仍被乐视体育
列入直播计划中。如果亚足联终止与
乐视体育的合同，而央视也没有取得
媒体版权，那么本赛季亚冠直播将受
到巨大的影响，据乐视体育透露，本
赛季亚冠小组赛有2000万球迷通过
全终端观赛，而乐视体育的会员收
入也在首轮突破75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奥运冠军邹凯
回川当上“孩子王”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
仅让更多的孩子喜爱上体育并从
中受益，而且从中发现优秀的苗子
进行培养，帮助他们一路成长，甚
至成为新的奥运冠军。”昨日，奥运
冠军邹凯在泸州成立了运动俱乐
部，将培养“小邹凯”作为了自己新
的目标与追求。

去年里约奥运会前夕，邹凯无
缘中国体操队出征名单后宣布退
役。作为中国第一位奥运“五金王”，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五枚奥
运金牌的中国男运动员，邹凯退役
后回到了四川。“退役后我一直都在
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自己
的经验传承下去。”邹凯介绍说，“我
们这个俱乐部计划从3到7岁之间
的幼儿开始培养，因为这个年龄段
的孩子最善于学习和接受新生事
物，更重要的是，如果要从中发现优
秀的体操专业苗子，这个年龄段也
是最好的时机。”

邹凯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回
顾说，幼年时正是因为自己经常生
病，父母才让自己接触体操，结果没
想到这不仅增强了自己的体质，更
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在孩子
身上，有着无限的奇迹，而我希望做
的，就是让这种奇迹延续。”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何鹏楠

哈达迪病情好转
明日有望登场决战

本周三晚上，CBA季后赛首轮
将进行第三场较量，对于此前已经
连输两场的四川品胜来说，这场比
赛不能有任何闪失，一旦无法取胜，
四川队将被横扫出局。目前好消息
是，上场比赛因为感冒腹泻而缺阵
的核心球员哈达迪在经过两天的休
养后，身体恢复情况良好，基本确定
会在明天的比赛中出场。

进入季后赛以后，四川队病情
不断，先是刘炜和蔡晨感冒，导致四
川队在首场比赛中国内球员集体状
态不佳。而本身就有些肠胃不适的
哈达迪在前往东莞后，因为气温骤
降而感冒，进而严重腹泻，同时高烧
不退，不得不缺席上场比赛。

不过经过两天的休息，哈达迪
身体情况恢复得不错，昨天还穿着
球服跟体能教练哈桑在酒店庭院
内慢跑。而记者从队医处了解到，
刘炜和蔡晨的感冒已经痊愈，有望
在本周三的比赛中发挥出全部状
态。哈达迪已经基本确定将在下场
比赛中上场，而这也是球队最需要
他的时候，球队老板周仕强在前晚
的比赛结束后就明确要求，接下来
要全力以赴，争取打回主场，而哈
达迪的出场，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基
本条件。

在 CBA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
球队在季后赛 0 比 2 落后的情况
下完成逆转，期待四川队此次能
创造奇迹。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U22国足换帅
里皮助手入主

昨日《体坛周报》称，去年 8 月
才上任的 U22 国足主帅陈洋已经
卸任，里皮团队中的德罗索已经被
足协任命为 U22 国足的新任主教
练，里皮设想的建设“大国足”的思
路已经逐步开始成真。

2 月 16 日，陈洋率领 U22 国足
结束了在韩国济州岛的拉练后返回
北京，队伍就地解散，准备于3月13
日在武汉重新集中备战3月底的迪
拜杯赛。但几天后，中国足协突然通
知教练组到京开会，据悉足协希望
陈洋能够“以大局为重”，理解足协
这次在国字号队伍建设方面的总体
策略与方案。最终，陈洋接受了下课
的命运，他的教练组其他成员也决
定一起离开。

即将接手 U22 国足的将是里
皮的助手德罗索，他在里皮执教恒
大期间就是恒大预备队主帅，并担
任梯队的总教练。去年 11 月和 12
月，德罗索就曾两次到武汉观看过
U22国足的比赛。据悉，里皮此前在
与蔡振华交流中就提出了建设技战
术思想统一的“大国足”的思路，如
今德罗索入主U22国足，将有助于
国字号梯队球员提前理解以里皮为
首的意大利教练组的技战术理念和
思想。

又讯 昨日凌晨曼联在英格兰
联赛杯决赛中，凭借伊布的进球 3
比 2 力克南安普顿，穆里尼奥延续
了自己在英格兰杯赛决赛中全胜夺
冠的纪录，他职业生涯已经拿到24
个冠军奖杯，同时这也是伊布个人
的第32项冠军，足坛两大人生赢家
名不虚传。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亚冠第二轮小组赛中超球队赛程

2月28日（周二）
19：30 上海上港VS西悉尼流浪者

3月1日（周三）
18：00 水原三星VS广州恒大
19：35 江苏苏宁VS阿德莱德联

““神灯神灯””布兰登离开成都后干了啥布兰登离开成都后干了啥

上海上港今晚迎战西悉尼流浪者队
本报独家专访谢菲联功勋外援布兰登

成都商报：还记得在成都踢球的
那些快乐岁月吗？成都球迷非常想念
你，想对成都球迷说什么？

布兰登：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在
成都的日子，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我永远感谢成都球迷对我的支持，我
想念你们，想念你们山呼海啸的助威
声，想念王宝山教练。

成都商报：最近有一首民谣《成
都》非常火，时隔这么多年，你对成都
这座城市最难忘怀的是什么？火锅还
是美女？

布兰登：哈哈，当然好想念成都的
火锅，我最喜欢的食物，好久都吃不到
了。我还难以忘记成都的球迷，他们给
了我最温暖的支持。

成都商报：成都球迷很关心你现
在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幸福吗？能聊聊
你的家庭生活吗？

布兰登：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女
朋友，我们已经在悉尼生活了两年，一
切都很美好。

成都商报：成都在谢菲联解散之
后，已经很多年没有中超、中甲球队
了，你对此是否感到遗憾？有什么想说
的吗？

布兰登：是吗？简直难以置信，你
们有最好的球迷、最好的足球氛围和
土壤，应该有一支非常强的队伍。

成都商报：回顾你的职业生涯，在
新加坡、比利时、匈牙利、中国的成都
和重庆都留下过自己的辉煌足迹，现
在如果还有中国的俱乐部邀请你，你
会选择回到中国踢球吗？

布兰登：我和西悉尼流浪者的合
约还有一年，现在一切都还不好说。当
然，如果球迷有需要的话，我会考虑回
来的。

成都商报：成都球迷习惯称你为
“神灯布兰登”，就在前不久，世界足坛
的另一盏“神灯”兰帕德已经退役了，
而今年9月将满34岁的你如今还在球
场上搏杀，这么长时间能保持这么好
的状态，秘诀何在？

布兰登：那就是刻苦的训练，对自
己苛刻无比的力量和技巧训练。我每
天要进行四个小时高强度训练，以此
来保持状态。此外，我对饮食也非常在
意，不会吃太油腻的食物。我还要感谢
西悉尼流浪者科学完备的伤病防御体
系，让我最大限度地避免伤病。

成都商报：中国足球现在面临的
最大问题就是缺少优秀的射手，明天
你将会遇到的武磊——中国队的现役
主力，你认为一名优秀射手应该具备
的素质包括哪些？在门前的“嗅觉”该
如何培养？

布兰登：好的射手应该有的是压
迫感，就是让对方后卫对你胆寒，这需
要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和强大的心理承
受力。因为作为前锋，你不但要遇到对
方后卫粗野的犯规动作，有时候还有
言语上的侮辱，你需要将所有意识集
中到比赛上面。

成都商报：澳大利亚球队布里斯本狮
吼能在亚冠资格赛客场淘汰拥有现世界第
一年薪球员特维斯的上海申花，你感到吃惊
吗？你们来上海之前研究过这场比赛没有？

布兰登：并不是很吃惊，因为中超球
队虽然有很多很大牌的外援，但是本国
球员水平却不是很高。外援只有四个名
额，真正占据首发7人之多的球员都是中
国球员。布里斯班能够 2 比 0 淘汰申花，
却在澳超联赛被我们西悉尼击败。而且
我注意到，为布里斯班攻入制胜进球的
奥尔就是我的前队友，从西悉尼卖到布
里斯班的。所以说，中国球员自身水平不
提高难以提升中国足球的真正水平。

成都商报：我们观察澳超有一个奇怪
的现象，就是头一年的联赛冠军，在第二个
赛季往往表现有个大退步，比如夺得亚冠冠
军之后的西悉尼和本赛季一落千丈的阿德

莱德联，你认为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布兰登：这是因为澳大利亚联赛和

美国的NBA篮球联赛一样，设置了一个
工资帽，我们的工资总额被设定为280万
澳元（注：约合1480万元人民币）。一旦一
个球队获得了联赛冠军，它队里表现出
色的球员肯定会要求更高的薪水，因为
工资帽的限制，所以球队无法继续留下
他们。这些球员必然成为转会市场的香
饽饽，其他球队都会出高薪吸引他们加
盟。主力大量流失，所以第二年成绩就会
大幅度跳水。

成都商报：280 万澳元？才一千多万
人民币吧，这几乎只是一个中超一线大
牌球员的年薪。

布兰登：是的，在澳大利亚就要养一整
支队伍。我觉得中超外援的薪水实在太高
了，比我们那时候高太多了。简直难以想象！

成都商报：中国这两年的足球环境
与你在中国踢球时发生了很多变化，球
队烧钱很厉害，现在很多世界级顶尖球
星都到中超来踢球，比如明天比赛你将
遇到的奥斯卡、浩克等，你认为中国联赛
的这种烧钱是正确的还是走入了一个误
区？为什么？

布兰登：这是一个误区。三年前，我
们在亚冠淘汰赛遭遇了里皮带领的广州
恒大，当时我们都觉得简直不可思议，但
是波波维奇教练带领我们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制定了针对性的打法，只要限制住
了恒大几个外援的发挥，就能战胜他们。
最后果然证明了我们是对的，我们淘汰
了里皮带领的广州恒大，并在2014赛季

夺得了亚冠联赛的冠军。因此，外援并不
是最重要的。

成都商报：那么，你能给中国足球一
些建议吗？

布兰登：我认为，发展青训才是最重
要的。在澳大利亚，在西悉尼流浪者，都
有一整套完备的青训培养系统，13岁的
孩子就被送到西悉尼青训梯队，最好的
青训教练对他们进行培养，他们经常与
成年队进行交流，对孩子们的发展大有
裨益。西悉尼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社区
的球队，我们为社区服务，为社区培养
人才。我们能够击败里皮的广州恒大，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培养的本土球员比
中国的强。

3““中国球员自身水平不提高难以中国球员自身水平不提高难以
提升中国足球的真正水平提升中国足球的真正水平””

一个中超外援可养活一支澳超球队

4““我们曾经击败里皮的广州恒大在我们曾经击败里皮的广州恒大在
亚冠夺冠亚冠夺冠，，我们的本土球员比中国的强我们的本土球员比中国的强””

给中国足球的建议：青训！

1““想念成都球迷想念成都球迷
山呼海啸的助威声山呼海啸的助威声””

难以忘怀成都的火锅

2““最大的秘诀是最大的秘诀是
无比苛刻的训练无比苛刻的训练””

34岁仍然是亚冠
冠军球队主力射手

亚足联将终止转播合同？乐视：正在了解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发自 上海 上海的寒风中，从南半球温暖夏天
而来的西悉尼流浪者感到了一丝凉意。
这支曾经淘汰恒大的球队最近战绩不
佳：上一周双赛一球未进被浦和红钻和
珀斯光荣连入6球。而对上港来说，赢下
首尔是很好的开头，但轻敌绝不可取。

昨日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西悉尼
也备受冷遇，没有一名澳大利亚籍的记
者跟队而来，显然，澳大利亚国内并不
看好西悉尼的中国之行。但中国俱乐部

已在这支澳洲球队身上吃过不少苦头
——2014 年西悉尼流浪者队在亚冠小
组赛双杀贵州人和，并在淘汰赛淘汰里
皮执教的广州恒大。上海上港队主教练
博阿斯表示，“明天是我们亚冠的第二
场比赛，如果战胜西悉尼，我们的小组
积分将达到 6 分。其实他们的实力不像
上一轮表现得那么差。他们是2014赛季
亚冠冠军，但我们信心满满，争取主场
拿下胜利。”

上海上港主场挑战中国球队“苦主”
博阿斯：我们不轻敌也不畏惧

布兰登感谢成都球迷

本报记者与布兰登合影

布兰登(中)在离开成都加盟澳超后依然雄风不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