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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制造的世界第一年薪球员
特维斯成2017足坛第一笑话

●2.7亿年薪远超梅西C罗却只打
进4球 半分钟移动5米的懒散视
频在网间疯转

●特维斯10日重返阿甲 博卡俱
乐部没有向申花支付1分钱转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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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足球名记为《成都商报》独家撰稿痛批特维斯的职业态度——

阿内尔卡 2011年12月加
盟上海申花，中超收获3个进
球，年薪1060万欧元，2012年12
月与申花解约成为自由球员。

吉安 2015年7月加盟上
海上港，转会费1200万欧元，
年薪850万欧元，中超收获6个
进球，2016年9月租借至阿联
酋阿尔阿赫利。

罗比尼奥 2015年7月加盟
广州恒大，中超收获3个进球，
半年薪水300万欧元，2016年2
月转会至巴甲米内罗竞技。

吉拉迪诺 2014年7月加
盟广州恒大，中超收获个5进
球，转会费500万欧元，年薪

400万欧元，2015年1月转会至
意甲佛罗伦萨。

J·马丁内斯 2016年1月
加盟广州恒大，中超收获4个
进球，转会费4200万欧元，年
薪1250万欧元。

金亨镒 2016年12月加盟
广州恒大，中超0出场，半年薪
水650万欧元，半年合同到期
后离开。

埃尔纳内斯 2017年2月
加盟河北华夏幸福，中超收获
1个进球，转会费1000万欧元，
年薪900万欧元，2017年7月以
租借形式加盟巴甲圣保罗。

（欧鹏 整理）

1924年，段启诚出生于温江，1945年进入四
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作曲，同时师从
著名二胡演奏家、大提琴演奏家俞鹏学习二胡。
1950年毕业，后任四川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教
授、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原民族器乐系主任。

段启诚首次在二胡演奏上运用连续同向拉
弓，大段快速的自然跳弓，快速的内外弦拨奏，五
度双弦连续演奏等技法，为发展二胡演奏技巧
和丰富二胡艺术的表现力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蜀派二胡以
清新典雅又不失雄健豪放的演奏著称于世，但
一直因派别区分模糊备受争议。正是段启诚多
年默默耕耘，让四川二胡有了“身份的证明”。

2009年，段启诚在从艺七十周年系列活动
暨蜀派二胡艺术发展思路新闻发布会上，首次

正式对外明确了蜀派二胡艺术的概念，并指出，
凡在四川工作的二胡人、四川人写的二胡作品
及川外人士学的四川题材的二胡作品和海内外
从事二胡工作的四川人皆纳为“蜀派二胡”。

师从段启诚的四川省音乐特级教师李鸿
涛回忆起段启诚第一次为自己上课，是在1974
年。新都桂湖公园的一个凉亭，一身白布衬衣、
蓝色下装的段启诚衣着普通，为人极为谦和。

后来，李鸿涛到柏合乡中心小学任教，组
建了一支乐队，28个农村娃拿起了二胡、竹笛、
月琴、扬琴等，两年后乐队小有名气。1987年，
李鸿涛代表学校邀请段老指导，当时63岁的段
老已从川音退休，认真地指点了学生们演奏的
小合奏《金蛇狂舞》、《歌曲联奏》、二胡齐奏《赛
马》、《春耕忙》等，鼓励他们报考音乐学院。

其学生贺超波说，在专业上，段老一直非常
严谨，每次给学生上课，段老都要自己演奏多
遍，自己熟悉了才能给学生讲授。有时候，老师
甚至一整堂课地指导自己的一个音，“这个音整
不对，就不要往下学了。”

“退休后仍然在坚持创作，前几年段老的
二胡作品音乐会上，演奏的绝大部分都是退休
后的作品。”1981年就师从段启诚的贺超波已
是著名二胡演奏家、成都民族乐团乐队首席，
他回忆说，老师即使在中风瘫痪后，仍坚持锻
炼，从病床上站起来，继续创作。

“老师的作息不一样，这么多年了一直坚
持晚睡晚起。”贺超波说，每天晚上，段启诚都
要看书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他说晚上最清醒、
记忆力最好，是最佳的学习时间。”

虽是艺术大家，但段老一生谦逊，性格和
善，几乎从不当众发火。贺超波说，有一次老师
课前检查一周的练习情况时，有一个学生偷懒
没有练习，段老让他到门外罚站。学生第一次
见老师发火，愣在原地没动。段老生气地说“那
你在这，我走”，“这是老师生气表现的极限
了。”贺超波说。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李春雨

“我不是重返这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离
开”，在特维斯从上海申花解约，回到阿根廷博卡
青年之后，他第一句如此介绍自己。

1月6日，上海申花官方宣布与特维斯解约。
而早在当天凌晨，阿超博卡青年队就已发布官方
推特动态，宣称特维斯已经与球队会合，接下来
将一起在阿根廷坎帕纳进行训练。

但是这次，博卡的球迷们并不欢迎他。从前，
博卡青年就是特维斯的天地，他一旦在外受到质
疑和批评，回到这里，上上下下总是包容地保护
他。2015年，特维斯在欧冠决赛后从尤文图斯回
到博卡，糖果盒体育场挤满了挥舞着横幅、欢迎

“野兽”回家的球迷们。那天并没有比赛，博卡专
门为他举办了欢迎见面会。

那种给予偶像回归的欢迎仪式，这次再也没
有了。

在他乘飞机离开上海前，他还口口声声地说，
“这一次，我不会再回博卡”，可是他回国之后马上
又转投老东家的怀抱，给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特维斯在上海申花这一年只出场20次打进
了4粒进球，然后就赚走了将近4000万美元。

但是，这一次回归不同的是，没有大规模的
发布会，没有球迷欢迎仪式，一切都是静悄悄地
进行着。他也没有再获得博卡象征绝对核心的10
号球衣，而是尴尬的32号。任何人都知道，他拿着
世界上最高的薪水，却完全消极怠工，这让阿根
廷人也尴尬不已。

在他2016年底离开博卡前往申花之前，还是
博卡的宠儿，那时他带领球队在阿甲俱乐部排名
第一，球队的整套战术系统都围绕他来打造。他
更想打9号的位置？没问题，主教练（先是阿鲁阿
巴雷纳，后来又是谢洛托）专门变阵433，在他身
边设置一个球员，围绕着他打转减轻他的防守压
力。后来他又想单独在进攻线和中场之间，没问
题，球队再度为他变阵4312。

可是他为了钱，却义无反顾地前往了中国。
这就是特维斯，他拥有不容置疑的天赋，却

总是上演背叛的戏码。他是个天生的背叛者。
这么多年，阿根廷足球一直在寻找新马拉多

纳，在性格上，特维斯可能是最接近的一个：总是
上演出乎意料的大转变，经常说些爆炸性的言
论、还有就是让人难以捉摸的性格。

早在2003年洲际杯决赛（博卡对阵AC米兰，东
京）时，主教练比安奇就因为不满意他公开罢训而
将他逐出球队。比安奇是特维斯的伯乐，“对我来
说，特维斯是一个前锋，一个天生的9号。可是他总
是提出不同的意见，觉得他自己可以成为10号，一
个9号后面的指挥者。但是我仍认为，他是一个禁区
内的杀手。”但是，特维斯依旧不相信，他被人吹捧
为里克尔梅的继承者，是一个伟大的10号球员。

他不羁而好斗的性格让他在2010年世界杯
时与阿根廷国家队主帅马拉多纳争吵，在2011年
美洲杯时与国家队主帅巴蒂斯塔争吵。每次训练
时，他总是在主教练面前喋喋不休地表达自己的
意见。把他放在替补席上多浪费啊，但是两位主
帅都是因为太过信任特维斯而导致失败。马拉多
纳决定给特维斯充足的空间，他把阵型从442变
成433，贝隆被迫被放在右边，而古铁雷斯从中场
变成右后卫，后果自然是灾难性的。马拉多纳下
课后，时任足协主席格隆多纳又让巴蒂斯塔招募

特维斯。可是一场客战尼日利亚的友谊赛前，特
维斯却诈伤拒绝随队前往非洲，可巴蒂斯塔却发
现他那周还能代表曼城踢比赛。

但是由于那一年的美洲杯在阿根廷举行，特
维斯对阿根廷队举足轻重，他能稳定整个更衣
室，而不是梅西。巴蒂斯塔不得不与特维斯讲和，

“我没有任何条件，为了阿根廷队，我踢守门员位
置都可以，”特维斯如此对外宣称。好吧，巴蒂斯
塔为了特维斯，甚至调整了阿圭罗和梅西的位
置。但是在与乌拉圭队四分之一决赛的关键时
刻，特维斯却罚丢了点球，阿根廷饮恨被淘汰。

被淘汰之后，特维斯说了什么？“这不是我的
过错！我被放在了错误的位置，我不该在左边路
上！”

对，这就是经典的特维斯说辞，不负任何责任。
特维斯总是声称自己是“人民的球员”，用他

标志性的微笑、手势来引导、煽动球迷们。
他出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那里黑暗、

危险，为了生存，小特维斯只有不停地踢球。像罗
纳尔迪尼奥那样，通过成为球星逃出贫民窟，是
他们那里孩子唯一向上流动的方式。

阿根廷人喜欢这样的贫民英雄，几乎所有的
阿根廷球星都是遵循这个通道向上，成为民族足
球英雄。

特维斯的足球生涯发展得不错，他征服了巴
西联赛，那里被认为是阿根廷球员最难征服之
地。随后，他又带领英超西汉姆联从降级的泥沼
中走了出来。然后，他又和鲁尼、C罗搭档，在曼联
踢出了赏心悦目的攻势足球。他来到意大利，再
次成为了尤文图斯的国王，然后又是回到博卡，
荣归故里。

但是联赛只打了一半，他为了钱放弃他的母队，
来到中超。终于，他的成功之路在中国被终结了。

在中国的失败永远是特维斯职业生涯的污
点。上海申花抱怨他训练懒散，缺乏职业精神。的
确，从最初的目的来说，他来到申花就是为了钱，
而不是自己的发展。

马斯切拉诺来到中超是为了在世界杯之前
保持状态，而特维斯离开中超，原因好像是他被
欺骗了。

他之前是高傲的阿根廷球星，拒绝融入环
境、拒绝改变自己，一些曼联球员甚至要学习几
句西班牙语，只是为了与特维斯能说上几句话。
但是球星高傲的基础应该是数据，也就是说进球
数。他现在显然已经不在状态，一年只进了四个
球，你还期望他能做什么？

在中国一年多时间，特维斯仿佛是真空里的
陌生人，每个人都对他有着这样的印象，他拒绝
做这个拒绝做那个，总是在受伤。好吧，一切总算
是结束了，双方都付出了代价。

特维斯虽然回到了博卡，但是球迷们已经不
欢迎他了。他们依然记得，2015年他回到博卡时
做出要为球队踢球直到退役那天的承诺。特别是
那句话，“我第一次当博卡球员时还太小，并不懂
那其中的珍贵。现在我已经成熟了，我现在要为
博卡征服世界”。但是那年年底，他半途离开，明
明就是因为钱，他却解释是因为不能忍受媒体和
球迷的批评。现在他回来了，可是博卡的王已经
换成了哥伦比亚球星卡尔多纳。

32号特维斯，好好照顾自己吧。 （胡敏娟/译）

《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
反告刘三田抄袭

《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被刘
三田（南谟）告抄袭一事出现反转。
昨日，周梅森向北京市海淀区法院
起诉刘三田小说《暗箱》抄袭、剽窃
自己小说《中国制造》和《绝对权
力》。目前，这一诉讼已被法院受理。
而在两个月前，当时，南谟状告周梅
森《人民的名义》是抄袭了自己的作
品《暗箱》，周梅森发声明否认抄袭，
此案则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审
理，原被告双方尚未交换证据。成都
商报记者从周梅森的代理人、京都
律师事务所律师金杰处了解到，“周
梅森最初没有要起诉刘三田，但看
到对方起诉后即将起诉材料通过媒
体公布，并发布网络视频，出于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声誉的考
虑，即决定提起诉讼。周梅森认为，
应该坚持理性诉讼，拒绝炒作。”

周梅森方在递交法院的“事实
与理由”中写到，“经原告对比发现，

《暗箱》在故事背景、主线设置、主要
人物设定、主要情节设置、结局安排
等方面大量抄袭、剽窃原告作品《中
国制造》和《绝对权力》。此前，刘三
田曾提出周梅森《人民的名义》是抄
袭自己的《暗箱》，《暗箱》是其2011
年发表的作品。而周梅森《中国制
造》发表于1998年，《绝对权力》发表
于2002年，时间更是早于《暗箱》。周
梅森在诉讼请求中要求，请求法院
判令刘三田立即停止侵权，停止出
版发行小说《暗箱》，书店停止销售，
还要求判令刘三田在全国性媒体、
新浪微博个人账号刊登书面声明，
向周梅森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此
外，周梅森还要求刘三田赔偿精神
损害抚慰金1元整，并承担相关购书
费、证据保全公证费和诉讼费用。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也从多个
渠道试图寻访当事作家刘三田，暂
时没有得到其回复意见。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中乌战前最后一练
里皮现身指点球队

U23亚洲杯上，中国队小组赛首
战3比0大胜赛前被认为有黑马之称
的阿曼队，让外界对这支国青队的期
望陡然拔高。今天下午4点，中国队将
在U23亚洲杯A组第二轮中对阵乌兹
别克斯坦队，如果能取得两连胜的
话，球队基本能确定提前一轮从小组
中出线。不过乌兹别克斯坦队首轮0
比1不敌卡塔尔队，本轮再输将铁定
提前出局，对他们来说中卡之战也是
生死战，必须全力一搏。

昨日上午11点，U23国足在常
州奥体中心副场进行了赛前的最后
一练，中国国家队主帅里皮也现身
球场。穿着一件深色长款防寒服的
里皮冒着不时刮起的寒风进入球
场，看上去心情不错的他还主动向
场边观看训练的中国记者们打起了
招呼。在球队进行热身活动时，里皮
招呼马达洛尼、德罗索到场地中央
进行了深入交流，看上去是在就球
队的情况给马达洛尼提供一些建
议。就连亚足联的社交平台账号都
关注了里皮亲临训练场指导的一
幕，他们发布了里皮到达球场的照
片，并配文表示：“看看这是谁来看
中国队的训练了？”中国足协党委
书记杜兆才曾在与阿曼队比赛结
束后进入更衣室，勉励球员们继续
努力，“你们的表现都被里皮看在眼
里。”队员们也清楚，在国家队更新
换代的当下，如果这次比赛表现出
色，将很有机会被里皮提拔进国家
队参加3月份的中国杯，甚至是明年
的亚洲杯，这对年轻球员来说也是
极大的动力。
成都商报特派记者 姜山 发自常州

巴蜀二胡界“一代宗师”段启诚去世，其代表作有《苗岭早春》《大凉山狂想曲》等

斯人已逝，仍余二胡声悠悠
1月8日下午3点，开创

了巴蜀二胡艺术流派的一代
宗师段启诚因病逝世，享年
94岁。

作为巴蜀二胡艺术泰斗
级人物，段启诚用70多年时
间将巴蜀二胡发扬光大，并
通过艺术实践，对二胡艺术
传统进行创新，使多年默默
耕耘的四川二胡有了“身份
的证明”。在从艺70年时间
里，曾创作二胡独奏曲及练
习曲50余首，代表作有《苗岭
早春》《大凉山狂想曲》《黔中
意象》《叙事曲 小牧民的一
天》等，曾任四川音乐学院民
族器乐系教授、原民族器乐系
系主任，是蜀派二胡艺术奠基
人，为我国的高等音乐院校和
艺术演出团体培育了一批高级
教学、演奏和理论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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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超波夫妇与段老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