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尽管采用了包机前往客场， 但因为

需要中途加油， 广州恒大队仍花费了

9

个

小时才于昨日抵达沙特吉达备战

20

日凌

晨与伊蒂哈德队的亚冠比赛。 吉达与广州

有

5

个小时的时差， 恒大队员称都在忙着

倒时差

。●

日前，巴西一电视节目正式揭晓

了

2014

巴西世界杯的吉祥物———一只犰

狳。

●

著名英超解说员詹俊昨日宣布，告别

自己效力了

11

年的

ESPN

， 将回国发展继

续自己的解说生涯。

●

日前足协向国际足

联提交了

7

名国际级裁判推荐名单， 其中

在今年中超执法不足

4

场的石祯禄榜上有

名， 而这是因为国际足联规定首次申报国

际级裁判的年龄不能超过

38

岁，所以在选

择面很窄的情况下， 足协只能推出一些经

验不足的“嫩哨”。

●

在昨天的意甲联赛中，

门将“蝎子摆尾”救球重现江湖。卡利亚里

阿加齐就用这一招神奇地化解了对手巴勒

莫一个必进的直接任意球射门。 两队最终

1

比

1

战平。 胡敏娟 姜山 张龑

舍甫琴科在今年打完欧洲杯之后宣

布退役，他没有像大部分球员一样，在挂

靴后从事教练或解说员的职业，而是一度

宣布将进入政界发展。但现在看来，舍瓦

至少不会在短时间内成为一名政客，因为

他拿起了高尔夫球杆， 踏上果岭。10月份

舍瓦将参加在土耳其进行的世界业余高

尔夫团体锦标赛，对于他的球技，乌克兰

高尔夫协会主席谢尔盖表示：“安德烈的

球技棒极了！”

舍甫琴科在足球场上荣誉等身，对于

高尔夫，他也不仅仅满足于参加业余团体

锦标赛。由于2016年，高尔夫项目将在时

隔百年之后重返奥运大家庭，所以舍甫琴

科将自己的长远目标定为争取代表乌克

兰参加2016年巴西奥运会的72洞高尔夫

个人比杆赛。还有一些巨星目前也在从事

或准备从事高尔夫运动。NBA传奇巨星

乔丹将在9月底的莱德杯中担任美国队的

顾问，而刚刚退役的菲尔普斯也拜了伍兹

的前教练哈尼为师，而前中国足球名将邓

乐军更是已经进军职业高坛，甚至他的微

博认证都是“职业高尔夫运动员”。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韩国羽协和印尼羽协先后对伦敦

奥运会中消极比赛的相关参赛球员做

出了处罚， 但中国羽协却始终不见动

静。中国羽毛球队主教练李永波前晚做

客央视一套《看见》节目，接受了主持人

柴静的专访，李永波依旧没有给出“是

否处罚”的答案，但他直言世界羽联取

消运动员比赛的处罚太过草率，同时称

竞技场上金牌是惟一标准。

“太草率了吧，凭什么取消运动员比

赛我不明白，十年来世界羽联从来没有处

罚过任何消极比赛的人，没有任何轻微的

处罚。”时隔一个月，再谈及于洋/王晓理

被取消参赛资格时李永波依然激动。

李永波认为 “指定的规则有问题，

人家只是钻了规则的空子。” 而对于公

然嘲弄裁判和观众智商的说法，李永波

的情绪更加激动，“那其他不是吗？博尔

特跑到最后20米的时候， 他不使劲跑了

是不是消极比赛；足球比赛已经出线了

我主力不上场，我全派非主力是不是消

极比赛。照这样子，都可以处罚的。”

李永波还透露，当时他们以为如果

韩国队赢下比赛刚好可以在下轮避开

和韩国另一对选手碰撞，但是他没有想

到韩国队也求输， 宁可让自己碰上也要

让中国两对选手“撞车”，这种情况对他

来说也是意外。 李永波否认消极比赛是

其计划之内的事情，“(

消极比赛

)打的方

式是现场出现的， 当然不是我的战术布

置。谁不知道这样打对不起观众？”

不过李永波坦

言， 竞技场上金牌

是惟一的标准。“金

牌看起来不大，领

奖那一刻时间也很

短， 但它带来的东

西太大了。”李永波

还说了一件令他感

受很深的事情，他

说他的儿子之所以

练羽毛球就是受到

金牌的影响！ 当时

中国羽毛球队得了

冠军， 他的儿子到

机场接机， 看到蔡

赟他们受到很多人

的欢迎，“他回家就

对我说，爸爸，我要

练羽毛球。

”

中国队退出日本羽毛球超级赛

今日2012年世界羽联日本羽毛球超

级赛开拍， 但中国羽毛球队所有报名参

赛球员全部临时退赛，将不会飞赴日本。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2000年时爱上扑克

在上海未能有机会玩

“不好意思，我想我可能需要一杯

咖啡。”刚刚坐下，戴维斯就向成都商报

记者露出了一个歉意的笑容，“现在精

力很差。”当记者告诉他，他的脸色看起

来很好时， 这个55岁的老头子突然像孩

子一样哈哈大笑，“我知道，这在你们中

国叫‘恭维’，虽然不是真的，但我听到

确实很高兴。” 嘴里费力地吐出两个不

熟悉的中国汉字，脸上的表情，让成都商

报记者有些哭笑不得。

“你有玩过扑克吗？”在接过侍者送

来的咖啡后，戴维斯笑着道谢，并在记者

提问之前率先开了口。“这是一个很棒

的游戏，知道吗，对这里很有好处。”他

抿了一口咖啡，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戴维斯说， 他从接触到扑克牌的第

一天起就喜欢上了它，“那是2000年的

时候。”据戴维斯介绍，当时，他的经纪

人巴里准备组织转播一场扑克牌比赛，

但他并不了解扑克比赛受欢迎的程度，

“所以他就想要找一些当时比较有名的

人来参加这次比赛，我和吉米·怀特当时

都被邀请了。” 但当时的戴维斯根本没

有接触过扑克牌，在他的印象中，扑克牌

其实就是一种赌博游戏。“不过，真的玩

起来才发现并不是这样，它太刺激了。”

回忆起当时比赛的场景， 戴维斯咧

开嘴笑了起来，“我当时根本不会玩扑

克， 所以对于里面一些关键的时刻也看

不明白。”戴维斯说，当时参加比赛的每

个人都带有一个测试心跳的装备， 每当

关键时刻，所有人的心跳都会上升，最高

的甚至能达到每分钟140跳，只有他一个

人一直维持在每分钟60跳左右。“他们都

觉得不可思议， 当时的主持人甚至走到

我边上来跟我说，史蒂夫，你太淡定了，

真酷。”戴维斯说到这里时，端着咖啡杯

就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并哈哈大笑。

“现在我是在享受比赛，我喜欢

斯诺克，那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但我在

空闲时最大的爱好却是扑克牌。”戴

维斯说，自己每到一个地方，最先想知

道的问题，就是哪里可以有电脑玩牌，

但本次在上海他却未能得偿所愿，

“之前我也有问过这里的工作人员，

甚至是记者，他们告诉我似乎玩不了，

真的太遗憾了。”

称是自己把扑克游戏

带到了斯诺克的圈子

斯诺克圈里似乎总是有着玩扑克

牌的传统，亨得利喜欢、希金斯喜欢，

奥沙利文也喜欢。每到大赛，这些球星

们总是会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玩牌，

并且总是乐此不疲。 而前斯诺克世界

冠军，肯·达赫迪更是在今年四月全面

投身到了扑克牌的事业当中。

“应该算是我把扑克牌带到了圈

子里。”谈起这项“光荣的传统”，戴

维斯显得十分骄傲。“达赫迪第一次

接触扑克牌就是用的我的电脑。”据

戴维斯介绍，在10年前的一次比赛上，

他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带到了赛场。

而在一天比赛后， 达赫迪开始无所事

事地四处闲逛，“当他来到新闻发布

厅时，正看到我正在电脑上玩扑克。他

开始以为我是在玩一种扑克游戏，所

以没怎么在意。 但当我告诉我是在互

联网上和其他人一起玩时， 他的耳朵

都竖了起来。”说到这里，戴维斯用双

手扯了扯自己的耳朵。

作为朋友， 戴维斯很够意思地让

达赫迪坐下来尝试了两把， 也正是自

那以后， 达赫迪的牌瘾变得一发不可

收拾，“他经常会利用休假的时间去

参加一些扑克牌比赛， 他的家在爱尔

兰，那里有很多这一类的比赛。”

今年4月，达赫迪参加了一个当地很有

名的爱尔兰公开赛， 这场比赛的赌注总奖

金高达200万欧元。“他给我打了电话，并

问我是否要过去参加。”戴维斯撇了撇嘴，

由于当时他另有安排， 所以并没有赶上这

场 “好事”。“不过我后来去了拉斯维加

斯，在那里我参加了一个世界巡回赛。”戴

维斯说，那场比赛一共有7000人参加，而他

最后排名第389，“说明我在扑克方面也很

有天赋。”谈到自己的同时，戴维斯还透露

了一件马克·威廉姆斯的趣事，“在一次玩

扑克牌时，马克甚至砸了自己的电脑。”据

戴维斯介绍，当时正处在关键时刻，马克·

威廉姆斯拿了一对A， 而对面的人拿了一

对K，结果在发第三张牌时，对面又出现了

一张K。“但马克这边并不是A， 看到这个

情况的马克气得话都说不出来， 直接挥起

拳头，将笔记本电脑的屏幕给打穿了。”说

到这里，戴维斯一阵大笑。

“其实我如果不打斯诺克，我还可以

干些其他的事情。”谈起自己的未来，戴维

斯并没有多少规划，“我会的东西很多，曾

经有一段时间我还是英国国际象棋同盟会

的会长。”而最近，戴维斯也开始琢磨起了

CD，“或许我还能去当一个DJ，你知道的，

我对音乐这个东西，也很有感觉。”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发自上海

又讯

年仅14岁的四川小将周跃龙在

昨日进行的2012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外卡

赛中4比5不敌世界排名36位的米尔金斯，

无缘正赛。

18

体育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全搜索

www.chengdu.cn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2012

年

9

月

18

日 星期二

责编 彭绘林 编辑 包程立 美编 唐倩 校对 田雪松

挑战自我 勇闯者无所畏

据了解，本届“雪花勇闯天涯-冲破雪

线”活动所选择的西北攀登路线，是从康

定出发，经上木居、贡嘎寺、ABC、C1，徒步

攀登冰峰林立的“生命禁区”贡嘎雪山，以

冲破海拔5000多米的贡嘎雪线为终极目

标，在千年冰封的雪线之上传递着8年来传

承不息、前行不止的雪花勇闯天涯精神。

为甄选出身体素质及意志力过硬的

勇闯队员，自今年7月起，“雪花勇闯天涯-

冲破雪线” 就在全国20多个省份贯穿线

上、线下展开招募活动，在四川，通过“户

外探险体验”比赛，队员们进行户外徒步

穿越、野营、攀岩、山地自行车、野外生存

等户外项目进行综合竞技选拔； 在湖南、

湖北，设计了越野跑、溯溪、绳降和户外技

能考核等多个竞赛单项，以在保证强度的

基础上，丰富比赛的内容；在浙江，队员在

35度以上的高温，负重暴走15公里，徒步

京杭运河，冲破身体极限；在甘肃、青海，

“雪花勇闯天涯-冲破雪线之挑战玉珠峰

活动”， 通过前期网络报名和后期体能测

试，选出10名队员“挑战玉珠峰”……如

火如荼的各地招募掀起了数万人的报名

热潮，最终十几名勇士脱颖而出，成功入

选全国勇闯队伍。四川赛区刘伟通过层层

选拔， 最终以综合测试第一的成绩胜出，

荣幸地加入到“2012雪花勇闯天涯-冲破

雪线”的队伍中。

与往年不同的是， 本届雪花勇闯队伍

除了全国招募的优胜者、各地媒体、户外摄

制组、高原医生之外，还特别邀请了四川省

登山协会作为领队， 从专业性和安全性两

个方面确保此次大规模、 高难度的冲破贡

嘎雪线活动挑战成功。

雪花勇闯天涯出征

剑指贡嘎终极雪线

四川勇士加入“雪花勇闯天涯-冲破雪线”征程

9月15日，由华润雪花啤酒主办的2012年“雪花勇闯天涯-冲破雪线”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严苛选拔的勇闯队伍在四川

康定集结，将展开为期12天的贡嘎雪山西北线路徒步攀越，最终冲破海拔5000多米的贡嘎雪线。

“贡嘎山是世界上最难征服的大尺度极高山之一，而西北线路是贡嘎山极具挑战意义的攀登路线。”四川省登山协会作为此次活

动的专业领队表示，雪花啤酒组织近百人的勇闯队伍大规模攀登贡嘎，在国内户外探险活动中尚属首例。

冲破雪线 跨越生命极限

雪线，就是雪山的生命线，其上是寂

静肃穆的冰雪， 其下是生机盎然的空间，

中间是人类勇者攀登突破的临界。“雪花

勇闯天涯-冲破雪线” 此次挑战的贡嘎

山，位于四川省康定以南，主峰海拔高达

7556米，雪线海拔在5000多米。受到长期

冰川作用，主峰发育为锥状大角峰，周围

绕以60°-70°的峭壁，攀登异常困难，而

海拔每升高100米， 气温便会下降0.6℃。

这些都意味着队员们越向雪线目标迈近，

越是对自身承受力的极限考验。

2005年至今，从雅鲁藏布大峡谷到长江

源，从远征国境线到极地探索，从乔戈里到

红军长征之巅，从可可西里再到今年的冲破

雪线，雪花勇闯天涯活动共计行走了10余万

公里，勇闯队伍历经艰难险阻一次次将足迹

遍及高原、雪山、荒野，不断挑战极限任务。

作为雪花勇闯天涯系列活动一年一度的饕

餮盛宴，2012年的冲破贡嘎雪线将在雪域高

寒挑战自我，继续传承着雪花啤酒“进取、挑

战、创新”的品牌理念。

八载历练，勇者无疆。华润雪花作为

中国销量最大的啤酒企业，凭借一以贯之

的勇闯精神开创了中国啤酒行业跨界营

销的新模式。 而每一次的探索与挑战，不

仅打造了差异化的独有品牌标识，更以其

专注、持续实现了自身品牌巅峰的不断攀

越。

成都商报记者 吴坚

“

957年出生，2012年仍活

跃在台坛，55岁的史蒂

夫·戴维斯是斯诺克世界

不折不扣的常青树。不过，

他也并非只是常青树这么

简单， 作为当代最杰出的

斯诺克台球大师， 鼎盛时期的戴维

斯几乎包揽了所有斯诺克重大排名

赛的冠军， 同时他也是第一个在电

视直播里打出单杆147的人。

昨天，在2012上海斯诺克沃德

大师赛的新闻大厅里， 成都商报记

者见到了这个刚刚5比1淘汰中国

选手朱英辉的球坛传奇人物， 从这

个55岁的老头脸上，成都商报记者

看到了一丝疲惫， 年龄似乎确实成

了他的拦路虎。对于如今的他来说，

最惬意的事，莫过于是在午休之后，

放上一张CD， 然后在互联网上同

牌友们玩上几局德州扑克，“我喜

欢扑克，斯诺克是我的生命，扑克是

我的爱好。”

”

55岁的斯诺克大师戴维斯在上海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斯诺克是生命

扑克是爱好

世界羽联的处罚太过草率

竞技场上金牌是惟一标准

19

日（本周三）

02:45

皇马

VS

曼城

CCTV5

萨格勒布迪纳摩

VS

波尔图

巴黎圣日耳曼

VS

基辅迪纳摩 风云足球

蒙彼利埃

VS

阿森纳

CNTV

奥林匹亚科斯

VS

沙尔克

04 CNTV

马拉加

VS

泽尼特

CNTV

AC

米兰

VS

安德莱赫特 新浪直播

多特蒙德

VS

阿贾克斯

CNTV

恋上高尔夫 舍瓦立志参加巴西奥运会

世界台联主席、斯诺

克球星“竞技”足球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1

欧冠小组赛第一轮

足坛短讯

舍甫琴科将参加世界业余高尔夫团体锦标赛

戴维斯在上海出席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