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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的CEO
泰国女足的守护神

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53岁的伦
潘是泰国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人
寿保险的首席执行官，她不仅是泰国女
足经理，也是泰超球队泰港俱乐部的主
席。2015年她从泰国港务局手中接手这
支“泰国上港队”，每一笔签约她都会与
球员合影，显得很有亲和力。

从姓氏Lamsam就可以看出，伦
潘出身泰国的名门望族蓝三家族，这
是个著名的华人家族，祖上是来自广
东的客家人，本姓“伍”。她的家族公
司也是泰国女足的赞助商，她也被泰
国民众尊称为“潘夫人”。

泰国女足发言人表示：“在女足队
员们没有比赛和训练任务的日子里，
她们会担任伦潘公司旗下的保险销售
代表。这样公司为女足球员们开出的
薪水，可以帮助她们更专心比赛而不
用分心再去寻找其他兼职贴补生活。”
此外在女足世预赛期间，伦潘将女足
球员的奖金提升了一倍。关于伦潘对
于泰国女足的支持，女足队员们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这些经济援助对于女
孩们来说很甜蜜，可以帮助她们解决
许多问题。对女孩们来说非常棒。”

关于伦潘对于泰国队的作用，《纽
约时报》记者安德鲁·达斯这样评价：

“她是泰国女子足球中最重要的人，是
泰国女足的经理，是泰国足球最伟大
的恩人。在被美国大比分击败后，她带
领着泰国女足感谢球迷们的支持，她
身上拥有一种异于常人的坚强。”

名牌大学的管理硕士
团结球队的黏合剂

除了她看似永恒的美丽，伦潘还
是泰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伦潘经营着
这家家族拥有的保险公司，管理着在泰
国的奢侈时装品牌公司，参与了许多社
会项目。虽然自己不是足球运动员，但
她在运动队管理方面很有经验。

伦潘毕业于泰国Patrinwan大学，
获得了市场营销学士，随后她又在朱
拉隆功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大学获得
管理学硕士。拥有高学历的她管理起
泰国女足可以说得心应手。伦潘担任
经理并不是挂名闲职，她拥有丰富的
带队经验，并且已经率领泰国女足取

得了一些成绩。
据曼谷邮报报道，十年前，时任

泰国足球协会主席的沃拉维·马库迪
找到伦潘，希望她能够帮助管理泰国
女子足球队。在伦潘的带领下，这支
球队开始蓬勃发展，并赢得了重大奖
项，包括第27届东南亚运动会足球金
牌，以及战胜越南队，从而赢得了
2015年加拿大女足世界杯的最后一
个席位，并且在四年后再次获得法国
女足世界杯决赛圈的参赛席位。简而
言之，泰国女足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
好的状态。

伦潘跟随泰国女足经历的第一
个重要时刻是泰国队在2009年老挝万
象举行的东南亚运动会上输给了越南
队。“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如此伤心的，
我们一起抱团哭泣。但通过这次经历，
我了解到，在体育运动中总会有赢家
和输家，这是很自然的。那时也是球
队第一次使用女教练，我也相信球队
越来越好。”伦潘认为，随着球员们越
来越有天赋，观看女子足球已经变得
和男子比赛一样令人兴奋和流行。

“女子足球到现在越来越受观众欢
迎。大型比赛是电视直播的，观众人
数和男子比赛一样多。我想这是我们
团队的动力之一，因为我们知道有许
多泰国人关注和支持我们。”

女子运动越来越受欢迎
自豪成为团队一员

据曼谷邮报报道，在2015年获得
世界杯参赛资格后，伦潘说：“我为整
支团队感到骄傲。尽管她们的身体处
于劣势（泰国女性的身形相对瘦小），
但她们强大的斗志使得她们几乎立
于不败之地。整支团队非常强大，因
为我们就像一个亲密的家庭。我们分
享我们的喜怒哀乐。球队中每个人可

能有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她们配
合得难以置信。我们的团队合作真是
一流的。”

伦潘将很多工作的功劳都归结
于球队赛前的士气提升，这种仪式给
他们带来了如此强烈的动力。“每场
比赛前，球队都会一起高歌，以提醒
整支球队，他们不仅为球队踢球，而
且为整个国家和国王陛下效力。除了
想要胜利和成功之外，我们的团队还
希望为我们的国家做点什么，为泰国
人民带来自豪感。运动从来不是一个
人的事情。我们希望让泰国人民快
乐。女子运动在泰国越来越强大，越
来越受欢迎。从排球、羽毛球到足球，
泰国女性的体育天赋日益得到认可。
妇女能够做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我为
能成为这一成就的一部分而感到自
豪，这一成就为泰国带来了欢乐。看
到球迷们如何支持我们的球队，以及
其他体育的女运动员们受到公众如
此的赞扬，这令人振奋。”她说。

在伦潘和泰国女足整支团队的
努力下，他们继2015年后再次获得
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在
参加本届世界杯前，伦潘曾表示：

“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作为一个装
饰，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参加大赛的
经验，展示出自己的风格，让国民感
到自豪。”虽然在本届女足世界杯
中，泰国女足2战皆负，被攻进18球。
但她们在与瑞典队的比赛中打进1
球创造历史，这已经足够让伦潘和
她的团队喜极而泣。在与瑞典队的
比赛结束后，伦潘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为站在这里
的女足运动员们感到自豪，她们带
着勇气站到了这里，并且尽力发挥
出了自己的水平，让全世界球迷看
到了泰国女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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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现有青羊区陕西街34号1楼（ 4
间）、3楼至6楼共计8个标的物招
租。本次招租面积共计1640.� 49平
方米， 具体情况详见成都市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
（http://www.cdggzy.com/）。 招
租联系电话：85975561

声明·公告

● 成都兴城人居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高

新 区 锦 尚 天 华 1 栋 3 层 2 号
（613.23平方米）商业物业进行
招租，本次招租标的物概况具体
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
中 心 官 方 网 站 ：http://www.
cdggzy.com
●成都市青羊区计生办于2018年
6月7日发给许清、黄锦泉夫妻的准
生证（编号：S2018510105001011
91）遗失作废。

●王正华购买的新都区马家镇
普利大道一段98号壹品檀国际
社区2栋1单元26楼04号 （契税
收据：2809号7053.28元，1967号
20元）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腾远易信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4MA6740T43J） 经股东会决
议已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
起45日内向本公司锦江区汇源
北路324-18号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债务，特此公告。

●瞿 恒（5101221993082633
71）遗失东立国际花城3696号车
位 《商品买卖合同》（合同号
A780） 和定金发票 （票号0000�
812,金额一万元整）声明作废。
●兹有成都建工第四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收据内
容： 天空城项目刘永新风险金
（编号 0066146）不慎遗失， 该
收据作废。
●高新区海格咖啡馆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
100MA6CGRDH1H）遗失作废

●成都黄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75261807遗失
作废。

●成都聚成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510105000243719）
营业执照遗失作废。
●眉山市东坡区奇佳光芒厨房
电器商行营业执照 （注册号
511400600064198）遗失作废。
●冯强在花样年花样城5期7栋

2单元2303号房的房款收据、
代收款收据遗失，特此登报。
●成都五丰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原
法人章（姓名：邹天琼，上网编号:

5101008206403）遗失作废。
●成华区天健正仁医疗器械经
营部荆竹店营业执照正本遗失
作废。

“一名私家侦探出门的时候总是
带着他的小儿子。”多年以前英国作
家毛姆小说中的这句话在曹文轩心
中留下一颗种子，这些年不断生根发
芽，于是，他由此写下一部新小说《草
鞋湾》。

近日，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
主、北京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
文轩，带着这本新书来到成都新华文
轩购书中心，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面对面独家专访。

毛姆的一句话送他一部长篇

曹文轩的《草房子》是畅销小说，
印刷突破500次，两千多万册销量。这
次的新作《草鞋湾》与二十年前的《草
房子》在文风上相似，却又非常不同，

被纳入“新小说”系列。
曹文轩说，“新”在于题材，在于

视野的改变，过去，他写了不少故事
都发生在一个叫油麻地的地方，正如
作家福克纳，只写了“邮票大”的一块
地方。“关于人生、人性、社会的思考
和美学趣味，都发生在与油麻地相关
的地方。”曹文轩在北京生活多年，这
些年，他的写作已经开始转向城市。

《火印》、《蜻蜓眼》等等，曹文轩开始
了个人写作史上的“出油麻地记”。这
次的《草鞋湾》便是写发生在上海一
条名为草鞋湾的路的故事。虽然写侦
探的故事，其实是一个父亲和儿子的
感情和家庭的故事。“酝酿了十几年，
不到一个月就‘产下’《草鞋湾》。不是
剖腹产，是顺产，因为经验丰富而自

然，没有隔阂，很顺利地一气呵成。”
曹文轩说，“毛姆的一句话送了我一
部长篇小说。”

在服装店内收集的硬纸板上写作

童年的曹文轩梦想做一个杀猪
匠，因为家里太贫穷，村里杀猪的人
可以经常吃肉。后来又如何从事文学
创作，因为他想去更广阔的世界看
看，文学帮了他，写到现在，文学成为
他生活一部分。如果长时间不写书，
身体还会变得不好。

曹文轩很多短篇都是在机场候
机时完成。他还有一个奇特的写作癖
好，喜欢在服装店收集夹在衬衫内的
硬纸板，在硬纸板上创作写大纲，如
今家里很多这样的硬纸板。

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是
否有什么影响和改变，曹文轩说，唯
一的影响就是耽误时间，社会活动增
加了，但他还是在得奖后新写了五部
长篇。

当记者问及，自己作品哪一点最
打动小读者的时候，他认为，写人的
基本感情，能够打动小孩子。成熟的
作家应该看到人性的不变性。时代改
变了，但是感情不变。

作家要有无中生有的本领

《狼来了》的故事在他的讲述中
有全新的解读，“虽然撒谎是不对
的，但从写作的角度看，放羊人能从
一片青草地上看到狼，这是无中生
有，也是想象力。作家就是要有无中

生有的本领。”
在曹文轩眼中，优秀的儿童文学

必须满足三个特点：首先要有好的故
事，故事本身要体现智慧。其次，要有
悲悯情怀，这也是他一直喜欢和坚持
的。最后，语言上有讲究的，提供规范
严谨的语法和丰富的词源。

谈到中国儿童文学水平，他认
为，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具有世界
水准，这些年我们接受了全世界各
种各样的童书，最好的儿童文学被
我们翻译阅读，但我们的故事非常
特别，只有在中国天空下发生，我们
社会结构、历史与那些国家不同，但
故事背后隐藏的人性、哲学全世界
都能理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20192019年法国女足世界年法国女足世界
杯小组赛接近尾声杯小组赛接近尾声，，泰国女泰国女
足先足先00比比1313输美国输美国，，创造世创造世
界杯历史上最大分差界杯历史上最大分差，，又又11

比比55输瑞典输瑞典，，累计丢累计丢1818球基本无缘出线球基本无缘出线。。
但在和瑞典的比赛中但在和瑞典的比赛中，，泰国女足在本场泰国女足在本场
比赛中收获了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比赛中收获了他们本届世界杯的第一
粒进球粒进球，，在场边在场边，，主教练拉通温和球队主教练拉通温和球队
经理伦潘相拥而泣经理伦潘相拥而泣。。这个画面随着电视这个画面随着电视
转播镜头传遍了全世界转播镜头传遍了全世界，，许多人都对泰许多人都对泰
国队的这位美女经理产生了浓厚的兴国队的这位美女经理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趣。。而之所以伦潘成为话题中心而之所以伦潘成为话题中心，，除了除了
因为她是国家队经理因为她是国家队经理，，还因为她还因为她5353岁依岁依
然拥有然拥有2020岁的容颜岁的容颜，，她是泰国最富有的她是泰国最富有的
女性之一女性之一，，她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学她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管理学
硕士硕士，，她是泰国足球的拯救者她是泰国足球的拯救者，，她代表她代表
了泰国足球了泰国足球崛起的希望崛起的希望。。

自言不是美女经理
喝水锻炼抗衰老

虽然伦潘在商业和足球所
取得的成绩，足够令人侧目和欣
赏。但她天使般的美貌、优雅沉
着和容光焕发的光环，令大多数
采访她的记者都会问：“你的美
貌秘诀是什么？

关于自己的美貌，伦潘很
谦逊地回答：“美女的秘密？你
要知道我现在已经50多岁了！”
虽然坦言自己早已不是所谓的
美女，但这位保养有方的经理
还是分享了一些她认为可以帮
助减缓衰老的方法——喝大量
的水，不喝酒，经常锻炼。作为
泰国女足的经理，伦潘表示：

“自己每天都会在跑步机上坚
持锻炼30分钟，其余运动很少
涉及。包括自己现在从事的足
球，也很少踢。”

在相继大比分不敌美国和
瑞典后，泰国女足已经到了出
局的边缘。但是无论是哪场比
赛过后，泰国女足都会到场边
感谢球迷们的支持，而泰国球
迷们对于成绩早已释怀，比赛
结束后他们久久不愿离开，只
为了向女足球员们表达自己的
支持。这或许就是伦潘工作的
意义：体育比赛总会有赢家和
输家，拼尽全力，就可以为自己
感到自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欧鹏

实习生 张朝波 编译整合

“她是泰国女子足
球中最重要的人，是泰
国女足的经理，是泰国
足球最伟大的恩人。在
被美国大比分击败后，
她带领着泰国女足感
谢球迷们的支持，她身
上拥有一种异于常人
的坚强。”

——《纽约时报》

伦潘

曹文轩：写人的基本感情，能够打动小孩子

53岁的她拥有20岁的容颜

泰国女足美女经理一哭一哭
成名成名

三个进球被吹掉
VAR与桑巴军团“结仇”

昨日早上，在2019年美洲杯小
组赛A组比赛中，巴西最终与委内
瑞拉0比0互交白卷。这场比赛，占
尽优势的东道主巴西队本来攻入
了三个进球，但是全部被取消！

本场比赛，上半场菲尔米诺进
球，但裁判判罚他接球时犯规在
先，进球无效。下半场，热苏斯和库
蒂尼奥86分钟的制胜进球均被
VAR（视频助理裁判）判定无效，
巴西队3次进球全被取消，最终0比
0战平委内瑞拉。值得一提的是，这
次美洲杯还是在巴西举行的，对于
东道主球迷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
结果——球迷疯狂庆祝、球员们也
非常激动，却突然被判进球无效，
确实让人失望。现场来了4万球迷，
其中大多数是东道主巴西队的拥
趸，在进球被取消之后，球场爆发
出猛烈嘘声。

本届美洲杯是其历史上首次
启用VAR，后者也不是没有帮东
道主的忙。在揭幕战，巴西3比0玻
利维亚的比赛中，下半时理查利森
传中击中对手中卫胡辛诺手臂，主
裁亲自观看录像改判点球，库蒂尼
奥一蹴而就。VAR首战就为东道
主送礼，让时隔62年再次身披白色
战袍的桑巴军团，顺利打破魔咒获
得开门红。可是没想到第二场东道
主的比赛，VAR却将巴西队三个
进球取消，让球迷们相当郁闷！知
名媒体人黄健翔在看了这场比赛
之后在社交平台上点评道，“以后
很多人不用再怀疑有人踢假球了，
倒是要开始怀疑有人只要能控制
VAR，就能掌控比赛了。”

这个夏天，几乎同时开展的女
足世界杯和美洲杯都在历史上第
一次引入了VAR技术，但是却引
发了巨大的争议。18日凌晨，女足
世界杯法国对尼日利亚的比赛，面
对强大的东道主球队，尼日利亚队
一直坚守到第79分钟左右才告球
门失守。第72分钟尼日利亚队的埃
贝雷禁区内防守迪亚尼犯规，裁判
经过VAR组提示，亲自看过视频
后判罚点球，并给了埃贝雷第二张
黄牌，尼日利亚队少一人作战。勒
纳尔第一脚点球打在门柱上弹出。
但裁判又根据经过VAR组提示，判
罚尼日利亚门将恩娜多齐埃罚球
前提前移动，导致脚没有踩在线
上，点球重发，勒纳尔二罚命中。这
场比赛最终补时到100分钟才结
束，法国队1比0小胜尼日利亚，小
组赛三战全胜排名第一进入16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综合报道

普拉蒂尼已被释放
否认在世界杯贪腐案中有不当行为

据《法国足球》等多家媒体消
息，在经过几个小时的问话后，普
拉蒂尼已经被法国司法机构释放。

当地时间周二早晨，前欧足联
主席普拉蒂尼被法国警方带走。法
国《Mediapart》、英国《镜报》等媒
体随后报道称，因涉及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申办贪腐事件，普拉蒂尼
被法国警方逮捕。

不过随后普拉蒂尼的顾问威
廉·伯登发表声明称，普拉蒂尼不
是被逮捕，而是调查方要求的一次
证人审讯。普拉蒂尼方面发表声
明：普拉蒂尼并没有任何不当行
为，警方调查的事情与他无关；普
拉蒂尼没有受到任何指控，目前已
被释放。伯登进一步表示，“普拉蒂
尼先生沉着且准确地回答了所有
问题，包括2016年欧洲杯的申办，
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普拉蒂尼
对此没有任何自责的地方，外界的
报道与事实不同。他对于接下来将
会发生的事情很有信心。”

被释放后，普拉蒂尼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否认自己做了任何的
错事，“我被问到了2016欧洲杯、俄
罗斯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和国际
足联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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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潘与队员一起庆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