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昨晚，2014-2015赛季英超

联赛第三轮焦点战打响，利物浦做客白

鹿巷球场，结果3比0完胜热刺。这是巴

洛特利代表利物浦出战的第一场比赛，

他有数次射门威胁到热刺球门，但未能

破门。

利物浦此前与热刺的3次交锋取得全

胜， 上赛季英超两回合攻入9球且1球不

失， 其中在白鹿巷球场5比0血洗热刺，制

造了北伦敦球会自1997年12月1比6负于

切尔西以来最惨痛的失利，终结客场战热

刺各项赛事6连败。本场比赛，所有人的焦

点都在巴神身上，这是他回归英超的第一

场比赛。天空体育甚至专门设置了一个摄

像机位对准巴神。 可面对人们的期待，巴

神的表现只能用差强人意来形容，尽管有

几次灵光乍现的时刻，但第31分钟，巴洛

特利面对空门射门居然偏出左门柱，彻底

暴露出他状态还没找回来。最终，利物浦

凭借斯特林、杰拉德和莫雷诺的三粒进球

在白鹿巷球场3比0轻取热刺，重返联赛前

四。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整理

巴神利物浦首秀空门不进

正在西班牙举行的世界级男篮赛事

有了全新的名字和主题标志———

2014

年

男篮世界杯，因为从

1950

年到

2010

年过去

的十六届比赛，它都叫男篮世锦赛。对这

一重大变革， 国际篮联秘书长鲍曼解释

说：“相比于世锦赛，世界杯的名字叫起来

更简洁有力，更容易被人们记住，此举有

利于篮球在全世界的推广。”

然而，一提起世界杯，体育迷的第一反

应是足球盛宴， 而整体影响力仅次于足球

的世界第二大运动， 篮球的普及程度和受

欢迎程度近年有了很大提高， 但世界性篮

球赛事与国际足联掌管的世界杯完全不在

一个档次， 仅从赞助来说就有巨大差距，

2014

年巴西世界杯国际足联的

6

家全球合

作伙伴共提供高达

7.3

亿美元的赞助费，每

家至少贡献

1.2

亿美元， 而

2014

年男篮世界

杯全球合作伙伴的门槛是

600

万欧元。

国际足联的富有让国际篮联羡慕不已，

后者希望能借“世界杯”之名打造全球最受

关注的篮球赛事，鲍曼说：“世界杯会让人们

了解到一个现实：这是一项全球最具关注度

的篮球赛事之一， 未来篮球世界将越来越

强。” 然而， 国际篮联精心策划开端的世界

杯，与巴西足球世界杯相比，鸡肋的味道仍

很浓。 梅西、

C

罗等世界足球大腕全都出现

在巴西，但上个赛季

NBA

的巨星詹姆斯、杜

兰特等都没有参加本次世界杯，甚至阿根廷

的吉诺比利、法国的帕克这两位影响力极大

的

NBA

球员也都缺席了。 美国队赛前集训

时， 步行者当家球星保罗·乔治的断腿惨剧

更让

NBA

老板与国际篮联矛盾加剧， 这或

许让

NBA

球星参加国际比赛的阻力更大。

NBA

大腕不重视世界杯， 严重影响世

界杯的关注度，究其深层次原因，是国际篮

联与

NBA

斗争所致。其实，提出让男篮世界

杯取代世锦赛的是今年

2

月才卸任

NBA

总

裁的大卫·斯特恩，他提出篮球应像足球那

样 “对参加奥运会的球员进行年龄限制”，

主打世界杯， 以

NBA

联盟为主导举办一个

类似于

NBA

联赛的世界杯，

NBA

从中分成。

若按斯特恩的建议， 篮球这块蛋糕很可能

做大，但国际篮联将沦为

NBA

的“马仔”，这

显然不可能被答应， 因此

2012

年斯特恩与

国际篮联秘书长鲍曼的这场谈判几乎谈

崩， 最后国际篮联采纳了斯特恩的部分提

议， 比如改名， 并且将下一届世界杯定在

2019

年举办，与

2018

年足球世界杯错开，避

其锋芒等。但国际篮联与

NBA

的利益纠葛，

让男篮世界杯的影响力难以扩大。 目前来

说， 国际篮联最重要的赛事还是奥运会的

篮球比赛，而对于全球篮球迷来说，影响最

大的是美国的

NBA

。

篮球世界杯夹在奥运会和

NBA

中

间，处境尴尬，要想模仿足球世界杯，吸引

全世界球迷、媒体和赞助商，不是改个名

字、未来扩军到

32

支球队就能解决的。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12

体育

2014年9月1日 星期一

昨日上午，东亚足联第43次执委会在成

都举行，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表决产生2015年

东亚杯的举办城市。会后，东亚足联副主席、

日本足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田岛幸三接受了

成都商报记者的采访。由于在前一天，日本

的名古屋海洋队夺取2014五人制亚冠赛冠

军，我们的话题也从五人制足球开始。

东亚足联参会代表前天都到现场观

看了五人制亚冠赛决赛，尽管他们都对承

办赛事的成都足协的执行能力大加赞赏，

但田岛幸三还是表示，中国五人制足球的

普及程度仍与日本有一定的差距，“五人

制足球在日本非常流行，像在东京，要预

定五人制场地需要提前几天才行。日本足

协对五人制的关注不仅是在职业层面，对

草根同样很重视， 我们不但有全国的联

赛，也有各地区的联赛，很多公司、大企业

也都对五人制足球予以了很大的支持。”

前几天， 亚足联秘书长埃里克斯·索

萨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表示，中国完全

有条件和资格举办世界杯。田岛幸三也告

诉记者，中国足协高层人士与他私下闲聊

时就探讨过中国申办世界杯的可能性，

“当然，这只是闲谈时说起的，不代表中国

足协的官方态度。”不过田岛幸三也表示，

如果中国真有一天决定申办世界杯，那么

日本足协肯定会全力支持，“中国有很多

的足球基础设施， 球场完全没有问题，经

济上也没有问题， 球迷群体十分庞大，这

样一个大国是绝对有能力举办世界杯的，

到时候日本足协一定鼎力支持。”

多年来，中国足球一直将赶超日本足

球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那么在田岛幸三

看来，这个过程需要多少年呢？对此，田岛

幸三谦虚地表示：“其实中日足球水平已

经差不多了。”在看到大家笑出声时，田岛

幸三又正色地说：“我真的很看好中国足

球的发展，我到过中国无数次，去过47个

有地方足协的城市，跟当地的足球人士都

有过很深的交流。所以我认为中国足球很

有潜力，明年的东亚杯上中国队就会让人

们眼前一亮！”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在昨天2014男篮世界杯首个比赛日中，3

支亚洲球队无一胜绩，但相对于输了30分的伊

朗和不敌安哥拉的韩国，菲律宾队的表现让人

眼前一亮，他们在揭幕战中与传统欧洲劲旅克

罗地亚杀得难解难分， 最终经过加时赛才以3

分之差遗憾告负。

尽管是世界杯中平均身高最矮的球队，但

这支已经阔别世界杯（此前为世锦赛）27年的

神秘之师还是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兴趣。德国最

大的综合体育类网站Spox.com就对菲律宾篮

球进行了探秘，披露了该国联赛中一些很有趣

的东西。

外援要“限高”

参加本次世界杯的菲律宾队平均身高只

有1米91，是所有球队中最矮的。而在菲律宾的

篮球比赛中， 对外援身高就有着严格的限制。

菲律宾国内除了联赛PBA外，每年还要打菲律

宾杯、委员杯、总督杯和节假日杯。在联赛中，

参赛俱乐部被禁止引入身高超过2米05的外籍

球员，这一规则也适用于委员杯。参加总督杯

尽管也可以引入外籍球员，但身高限制更为严

格，要求的身高上限仅为1米95。而在菲律宾杯

中，则干脆不允许外籍球员登场。

为应对身高限制政策，很多球队会使一些

小花招，企图蒙混过关。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

会挑一些蓬松着头发的非裔美国人，声称“他

们看起来高是因为蓬蓬头”。此外，队员们还会

依照球队的指示，在体测时弯曲膝盖或者拱起

背部，以求让身高降低一点点。

一次扣篮算3分

虽然球员普遍身材不高，但菲律宾盛产速

度和技术出众的小个子后卫， 在本届世界杯

上，身高1米75的阿帕拉格和1米73的特诺里奥

都是该国最出名的球星。在与克罗地亚的比赛

中，除了内线的布拉切之外，菲律宾几乎所有

的球员都可以拉到外线投三分，精准的投篮也

成为他们对抗身材高大球队的法宝。

除此之外，菲律宾人还很善于发挥自己的

想象力。由于联赛中大部分本土大前锋和中锋

球员身高仅1米9多点，于是联赛委员会便想了

一个办法，规定一次扣篮可以得3分。另外，他

们甚至还创造了“B6BL联赛”，要求参赛球员

的身高不超过6尺（约合1米83）。

由于球员身材都很“普通”，这令当地的

球迷更有认同感，因此本土球员也很受追捧。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改名男篮世界杯 鸡肋味没变

男篮世界杯首战差点掀翻欧洲劲旅克罗地亚

菲律宾：矮有矮玩法

菲律宾加时

憾负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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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足协副主席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田岛幸三：

中国若申办世界杯日足协全力支持

2014年羽毛球世锦赛昨日爆出最大

冷门，奥运冠军、中国女单一号李雪芮在

决赛中被西班牙选手马林逆转，1比2输掉

比赛，继去年广州世锦赛失利后再次与世

界冠军失之交臂。马林成为继1999年的马

尔廷之后，15年来又一位夺得世锦赛女单

冠军的欧洲选手，同时她也成为首夺羽毛

球世锦赛女单冠军的西班牙选手。

女子单打决赛在李雪芮和9号种子西

班牙的马林之间进行， 两人之前的3次交

锋都是李雪芮获胜。马林是本届赛事的最

大黑马，晋级决赛的道路上先后淘汰了王

仪涵、 戴资颖和辛杜三位亚洲女单高手。

决赛开始后李雪芮就迅速进入状态，并以

21比17赢下首局。不过此后两局李雪芮显

得较为急躁，导致失误较多，最终被对手

逆转。

赛后李雪芮在谈到输球原因时表示，

“自己还有一些紧， 尤其是底线控制不是

特别好，打得有点保守。”同时她也盛赞对

手马林表现出色，“我在场上已尽力了，可

是自己应对的办法不是很多，所以打得不

是很理想， 但是对手今天真的打得非常

好。”

秋季

羽毛球世锦赛 西班牙选手首夺女单冠军

小个子的菲律宾球员显得非常灵活 图据

Osports

田岛幸三（左）与成都商报记者合影

具有太空舱风格的“导师席”上，崔永元、

李艾、郭敬明依次落座。这个“完全不可能”的

超级组合是四川卫视大型益智类电视真人秀

《我知道》节目的导师阵容。《我知道》由四川

卫视、南方周末联合出品，脱胎于《南方周末》

盛行七年的纸上游戏“小强填字”。来自全国的

64名填字高手在《我知道》填字节目中，通过13

场文字格斗，比拼知识和常识，挑战百万教育基

金。 上周六， 国内首档大型益智类电视真人秀

《我知道》在四川卫视开播。首次担任大型益智

类真人秀导师的郭敬明， 呈现出了与以往他在

电视荧屏上完全不同的一面：论知识拼学问，他

将“埃博拉病毒”都说得头头是道；说情感谈励

志， 他用自己大学时没钱买教学设备的辛酸往

事鼓励选手； 而当话题拐到较为娱乐八卦的一

面，他又显得活泼调皮，还对吐槽《后会无期》

的选手笑而不语，表现十分抢眼。至于为什么会

加盟《我知道》，崔永元坦言酬劳不菲，但“这

些年赚到的钱都拿来做口述历史研究了。”崔

永元更坦言自己虽然是“填字界”的门外汉，但

大量年轻的选手还是让他眼前一亮。

崔永元搭档郭敬明

一个是“实话实说”的60后，一个是八面

玲珑的文化商人， 崔永元和郭敬明在 《我知

道》的导师组合，曾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尤其

《小时代3》上映期间，曾有媒体爆料崔永元戏

语调侃“一听说郭敬明执导电影就哭了”，郭

敬明则隔空回应“有些人已经不再年轻”，两

人相见是否会“火星撞地球”，成为节目录制

过程中最大的悬念。 不过上周六首播节目中，

两人在舞台上表现得都极有风度，崔永元还一

度赞许“郭敬明刚刚说得很好”。在接受采访

时，崔永元并未直接回应此前媒体炒作的“两

人不合”， 而以初见时的一段小插曲为例，坦

言两人的确有着各自年代的特征。

原来，节目首天录制到逼近零点，导演组

曾希望两位导师多留一些时间拍摄宣传片。面

对超时的工作要求， 崔永元选择先一口答应，

再和经纪人商量解决，而带病上阵的郭敬明则

决定全部交给经纪人处理，“当然他不愿意可

能是身体不好，我知道他在发烧。我们这一代

人会觉得，既然答应了，再累再苦我们要坚持，

这是美德。 但其实这也可能是在破坏规则，因

为合同里有非常明确的工作时间。”崔永元强

调，两人的选择其实无所谓对错，只是一个有

趣的细节，“我觉得他们这一代规则意识很

强。这就是不同年代的人的特征。”

“小四”显麻辣导师风范

在歌唱选秀节目中冲选手大呼 “你就是

我心目中的冠军”，在梦想类真人秀中数度落

泪……近两年来，郭敬明在电视荧屏上的表现

十分活跃，有关他加盟各类节目的传闻更是不

绝于耳。因此，郭敬明坐镇《我知道》的消息一

传出， 外界对他在节目中的表现就浮想联翩：

拼学问不拼嘴皮子，他真的Hold得住吗？不过，

郭敬明这回显然是有备而来。激烈的填字游戏

还没开始，这位向来自信满满的80后骄子就率

先给观众打了一剂预防针，谦虚表示自己的知

识面还不算广，“我要提醒选手朋友， 遇到不

会的题，轻易不要来问我，要不然你就倒霉了，

千万谨慎使用这个功能”。好在，随着比拼的

白热化，郭敬明很快进入状态，大方展示知识

储备，无论是英文“romance”与文学的关系，

还是“被子植物”“埃博拉病毒”这类理科知

识，他都淡定解答，发言更常常引得全场掌声。

而在被选手点到求助时， 他更是竭尽所能，光

是提醒成语“聊胜于无”，他就用上了象声词、

肢体语言等各种手段，尽显“麻辣导师”风范。

小崔承认高薪加盟

离开央视之后，崔永元并没有减少在电视荧

屏上的亮相， 参与的节目形式也愈发丰富起来，

如今外界更盛传四川卫视是以丰厚酬劳相邀，才

最终说动了他。对于这类传闻，崔永元并不避讳：

“我的酬劳一直都很好。”他随后直言，自己绝大

部分的收入都投入了口述历史的公益基金，现在

经纪人每月都要筛选、 沟通20个左右的节目邀

约，“毕竟目前国内的公益慈善理念比较落后，大

家可能只知道救急救病，但你说做教育、艺术或

者口述历史，大部分人还没这个意识。”

《我知道》有很多理想，包括“重建中文

魅力”等，但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相信，知识

真的能够改变命运。按《我知道》节目组的说

法，“我们不会给他们一张文凭， 我们希望电

视机前的小孩、小孩的父母，一起坐下来，知道

在应试教育之外，真的有一种东西叫活到老学

到老，而且学得有趣。”各种知识过招、精彩内

幕爆料，尽在四川卫视每周六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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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个人信息出现在电视里

小谭是8月8日晚得知自己的QQ号被用

在热播剧《离婚律师》里的，当晚10点过，小

谭的QQ不断收到好友添加的提示， 她一个

都不认识。这时，有朋友给她打来电话，“你

的QQ上电视了！”朋友称，在《离婚律师》

里， 出现了剧中人物罗美媛的手机号码、

QQ、新浪微博和陌陌号码，并附了一张视频

截图。

小谭称，让自己更为惊讶的是，除了手机

号，出现在剧中罗美媛的QQ、微博地址、陌陌

号都与自己的一模一样，“我根本和演艺圈没

有任何关系，自己的QQ信息怎么会出现在电

视上？” 小谭赶紧打开自己的QQ空间和微

博，里面有不少辱骂的语言。

8月22日， 小谭在QQ空间与百度贴吧上

发表一份声明， 称自己并不是剧中虚构人物

“罗美媛”，并附上自己的一张遮住脸部的自

拍照，但这份声明并没什么效果，依然有人在

她的空间和微博留言辱骂。

小谭通过微博联系上了 《离婚律师》的

编剧陈彤，陈彤在得知情况后也十分惊讶，陈

彤告诉小谭， 自己在剧本里没有写任何个人

信息，她也不知道为何会出这样的事情，并帮

着小谭联系上了制片人罗刚。小谭称，自己联

系上罗刚后， 对方表示愿意赔偿2000元作为

精神损失费。小谭称，自己已经聘请了律师，

将通过司法途径维权。

出品方：在论坛上截取的信息

对于小谭的遭遇，《离婚律师》导演杨文

军称，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他所了解的情况

是制片方在和小谭沟通，“真抱歉。” 杨文军

透露， 剧中所出现的联系方式等相关素材都

是制片方在准备，“后来我问了一下， 当时他

们大概是从一个网站直接复制过来的， 无心

之失，给当事人造成困扰，太不应该了。”

昨日，《离婚律师》的出品方耀客传媒相

关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对于“剧中画面出

现的QQ号等信息与谭小姐重合” 一事表示

歉意，并表示此事与编剧陈彤毫无关系。在耀

客传媒的声明中称， 剧本中并没有罗美媛的

手机号、微信、陌陌等信息，拍摄时因需要带

出一个网页画面， 因此美术组在一个论坛上

截取了页面，修改了名字，但没想到这些号码

竟然和现实生活中谭小姐的号码一样。，9月

起，会进行技术处理，之后播出会遮挡住有关

谭小姐的个人信息。

《离婚律师》现QQ号 重庆女孩遭骚扰

出品方：信息是论坛里复制来的，愿意赔偿2000元，今后播出将处理

在《离婚律师》第16集中，第12分12秒出现了罗美媛的

电话号码、QQ号码、微博账号和陌陌号码。小谭称，这些信息

中，除了名字和电话号码和她不同外，QQ、微博、陌陌号码都

与自己完全一样。对于小谭的遭遇，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黄春海

律师认为，剧组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侵犯名誉权，按照相关法

规，当事人可要求剧组立即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

礼道歉甚至赔偿损失。

四川卫视荧屏玩“填字”

崔永元、李艾、郭敬明“落座”填字真人秀《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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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免费做广告

修锁师傅很苦恼

声明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