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科技在NBA无处不在

回放中心网速快

半小时能下1亿5800万本书

本赛季

NBA

新启用了位于新泽

西造价

1500

万美元的回放中心。 中心

内设有

94

台平板电视监控， 其中

32

台

为触屏，

20

个回放站，

15

个负责回放的

工作人员每天负责将关键判罚反馈给

三位负责人，负责人与场内裁判沟通，

帮助裁判减少误判。

回放中心对信息的处理量相当

惊人， 每秒可收到每个球馆发来的

10G

流量， 最高时可以承载

30

支球队

15

场比赛每秒

300G

的流量。形象的表

达大概是，

NBA

每天收集比赛的数据

可存满

560

张双面蓝光碟。 因为要对

现场的图像快速传输处理，回放中心

的网络速度也是超级快，能在大约半

小时内下载完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

的所有数字化内容， 内容是超过

1

亿

5800

万本数字图书和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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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娱

昨天， 西部的勇士和东部的老鹰分别淘汰

灰熊和奇才进入NBA季后赛决赛。戴着面具的灰

熊后卫康利在NBA季后赛打得风生水起，殊不知

从脸部骨折到接受手术后复出，他只缺席了三场

比赛。高科技能让球星迅速恢复，而NBA就是展

示这些体育高科技的超级职业联盟。最近，美国

露天看台披露的巨星詹姆斯“急冻治疗”视频引

发球迷热议，球迷们通过总结NBA的高科技训练

疗法十分惊奇地发现，NBA的高科技装备竟能

“翻版”日本著名漫画《七龙珠》里的科幻机器！

龙珠装备1�金色速冻机

“急冻疗法”让球员快速恢复

关于《七龙珠》 “新型的那个被我弄坏了。这

个装置虽然是旧型的， 但是你应该不必花太多时间

就能痊愈。”上世纪

80

年代风靡的日本漫画《七龙珠》

里， 贝吉塔将受伤的孙悟空放进一个冒着泡泡的封

闭机器里，设置了程序，孙悟空神奇般地恢复了。

神似这样的科幻机器，在NBA也有！最近巨星

詹姆斯加入美国露天看台节目，赤裸上身，穿着短

裤走进了一个金色的蛋壳造型机器， 浓雾般的白

色气体瞬间从机器中冒出来，将詹姆斯包围，这是

在NBA流行的“急冻疗法”，在NBA赛程极度紧密

的时候，它可以帮助球员缓解疲劳，快速恢复，抗

炎消肿，接受治疗后10分钟球员就能上场比赛。

金色机器制造的是液氮，球员走进去后，温度

从零下110摄氏度下降到零下140摄氏度左右，球员只

能在里面待不超过三分钟，詹姆斯出来后还有后续治

疗，用零下183摄氏度的液氮枪喷射踝关节、膝关节等

重要部位1分多钟。这种“急冻疗法”由NBA有“神

医”之名的太阳队医疗组最先引入，他们称之为“把活

人冻进冰箱”，太阳队购置机器花费了约5万美元。

急冻治疗，人不会冻僵吗？俄罗斯科学家科诺

瓦诺夫对此进行过研究， 当液体接触到的物体温

度高于液体自身沸点时，物体表面会形成蒸汽层，

液氮与人体的温度差异极大， 使人的身体产生了

蒸汽层现象，确保不会冻僵。目前在美国大概有10

所冷冻疗法的康复中心， 科比曾带着全队到萨克

拉门托接受“急冻治疗”，平均年龄34岁以上的6

名小牛老队员也曾走进德州东部普莱诺的运动康

复中心体验。“当你走出机器的时候， 感觉真的难

以置信， 你会觉得自己的身体立刻变年轻了。”在

小牛时特里这么形容极短时间治疗后的改善。

龙珠装备2�辅助呼吸面罩

在健身房就可模拟高原训练

关于《七龙珠》 《七龙珠》里，贝克塔有一台

用于自身恢复的机器，在外星球受伤后贝吉塔会走

进一个封闭的机器， 与孙悟空待的方式稍有不同，

贝克塔会戴上像氧气面罩一样的面具帮助呼吸。

类似的科幻场景在NBA尼克斯头号球星卡梅

罗·安东尼的图片社交软件Instagram上出现过。一

个深蓝色的面罩，连着一根氧气管子，安东尼在这

样的情况下在健身房训练。这东西叫“辅助呼吸面

罩”，能控制训练者呼吸时获得氧气的量，简单说

有点像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结合，利于提高训练强

度，全面增加个人身体机能。

在少量氧气供给的时候，面罩提供给球员的空

气中氧含量为10%，大约是平原地区的一半，戴上它

训练就在模拟高原训练。在中国，足球、篮球、游泳

等队伍每年都会去高原集训，在NBA在健身房就实

现了这一环境。詹姆斯曾戴着面罩击打沙袋，热队

当家球星韦德还戴着面罩跑步。韦德的跑步机也是

高科技的“零重力跑步机”，韦德的膝盖有旧伤，跑

步机跑台周围的充气垫利用太空原理减轻了跑者

的体重，使跑步者的膝关节、踝关节减少承受的重

量。这被看作是体育创新科技的器材之一，一般售

价25000美元，最贵的一款要75000美元。

成都商报讯（记者 陈谋）

昨日，在成都的圣

贝慈善基金会成立现场， 国内外众多文化名人现

身，著名英籍华人女作家、诗人虹影担任慈善大使，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本次慈善基金会，除了作家虹影

之外，还有英国作家亚当威廉姆斯、中央电视台主持

人梦桐、著名学者、心灵作家费勇，演员田朴珺等。

虹影的代表作有长篇《好儿女花》《饥饿的

女儿》。在活动前，虹影接受采访谈到她写作方面

的最新动态，继《奥当女孩》后，她的“系列童话传

奇”第二部《里娅传奇》也于日前出版，《奥当女

孩》 是虹影转型儿童文学的第一部童话书， 虹影

说，其实写童话的初衷就是给女儿讲故事，女儿今

年八岁，是个资深故事迷。当时她说自己是因为给

女儿讲故事萌生了为女儿写童话书的想法， 此后

又萌生了写第二部， 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叙

事架构，《里娅传奇》的故事背景与《奥当女孩》

一样， 也发生于重庆的一个现实与虚构中的魔幻

故事，但它又不同于《哈利·波特》等纯魔幻故事，

而是延续了虹影《饥饿的女儿》的叙事风格，让苦

难的童年生活闪现其中。虹影告诉记者，这不是传

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成人也可以看。

问及当下的中国的儿童文学领域，虹影说，

作家虹影昨日现身成都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中国儿童文学给孩子的想象空间太少”

美媒近日披露詹姆斯“急冻治疗”视频

NBA的高科技训练疗法引球迷热议

NBA翻版“七龙珠”高科技

特奥会轮滑项目收官

四川选手再夺6金

昨天，全国第六届特奥会轮滑比

赛在同辉国际学校体育馆落幕， 四川

队在最后一天比赛中再次斩获6枚金

牌，以9金15银14铜的出色成绩完美收

官。四川队领队王丽秋表示，决赛的整

体成绩比预赛快了15%， 四川选手的

发挥令人满意。

王丽秋说，本届特奥会轮滑赛事

是历届水平最高的一次， 不仅国内强

队全部参赛， 还特邀了实力强劲的韩

国队。 组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在选手分

组上做了调整， 使各个年龄组的平均

水平相对接近， 比赛中甚至出现了这

样的现象： 男子接力项目中有女选手

参加。这是裁判组有意为之，将水平特

别高、 在同年龄组鹤立鸡群的女运动

员安排到男子组，以增加比赛竞争性。

竞争激烈的比赛也让选手们得

到了更多心理上的锤炼。 不少选手是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 他们学会了

在大赛中如何调节心理， 战胜困难。

“比如有个叫陈琪的选手， 在第一天

决赛接力300米的地方犯规被罚下，由

于是第一次参赛， 担心再次犯规产生

了害怕恐惧的心理，队里的教练、队友

等都来疏导心理，安慰她，后来她敢于

战胜自己，又在后面的决赛中上场，并

拿到了金牌。”王丽秋说，这样的过程

对特奥选手来说是宝贵的财富。

在总结本次比赛的时候，除了成

绩，王丽秋也提到了不足。跟黑龙江、

天津等传统强队相比， 四川队最大的

不足是基础薄弱。 参加特奥运动的人

太少， 这不仅阻碍了特奥运动平均水

平的提高，也不利于特教孩子的康复。

王丽秋说：“有些IQ指数原来60多的

孩子通过锻炼能提升到90多， 特奥运

动能帮助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和

生活自理能力。 未来希望更多智障孩

子能参与到特奥运动中。”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边看球边互动

球馆推送消息促销

本赛季

NBA

最火的球队勇士在主场比赛时不时测试一些新技术，

包括苹果的

iBeacon

技术等，今年

3

月勇士已经成为首个在主场球馆安装

iBeacon

基站的

NBA

球队。基站部署在商场和球馆，利用低耗能的蓝牙技

术向基站附近的智能手机用户发送通知，快速地与消费者和球迷互动。

目前，基站发送四种类型的通知：欢迎消息，同时经常提示正在开

展的促销活动，如免费送球袜等；提供座位升级服务；特殊优惠的交易；

为球队商店促销。勇士队数字化高级主管凯文·科特表示，在每场比赛

大约

1.9

万球迷中，约有

10%

的球迷接受推送消息，为了推送所有需要的

消息，球队要在球馆周围安装

20-25

个基站。统计显示，收到消息的球迷

比没有收到消息的球迷消费金额增加

93%

。 勇士目前测试的高科技将

在

2018

年竣工的新球馆中全面使用， 作为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硅谷地

区的球队，勇士有着独特的球迷基础，正如科特所说：“每一场比赛都

有来自苹果、谷歌、

Faceboook

和

Twitter

的高管观看。

NBA官方

开发苹果手表App

� � NBA

是最喜欢尝试高科技的职

业联盟之一，去年曾在国王的主场比

赛中最先尝试用谷歌眼镜转播比赛，

今年的全明星周末又用上了三星最

新发售的虚拟现实头盔。在苹果公司

4

月

24

日推出新一代产品苹果手表

后，

NBA

联盟再度迅速反应， 当天太

阳队发布了苹果手表的

App,

球迷下

载后可以在手表上查询太阳队的日

程，实时跟踪太阳队的比赛，比赛期

间还能通过手表查询球员数据和球

队排名等信息。三天后，魔术队的苹

果手表

App

也上线了。

NBA

官方表示，

目前

NBA

官方的苹果手表

App

也已经

可以下载使用，球迷可以在手表上实

时接收

NBA

当天比赛的比赛结果，查

询

30

支球队的赛程和比赛图片，你还

可以设置跟踪你喜欢的球队，球队的

消息都会实时推送。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全国第九届残运会暨第六届特奥会成都赛区特别报道

在昨日进行的2015苏迪曼杯世界

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

国队以3比1战胜印度尼西亚队， 连续

第11次闯进决赛。 首战男双， 中国队

“风云组合”首战出师不利。第二场女

单，一姐李雪芮迎战玛努布蒂。此战玛

努布蒂最终因伤退赛， 中国队把大比

分扳平。第三场男单，轮到世界第一谌

龙“值班”，对手是今年9月才满18岁、

世界第63位的小将乔纳坦·克里斯蒂。

最终谌龙拿下第二局帮助中国队把比

分反超为2比1。第四场女双，由中国队

新组合于洋/唐渊渟迎战世界排名第

七的马赫斯瓦里/波莉。在先丢一局的

情况下，于洋/唐渊渟顶住压力连扳两

局，帮助中国队总比分3比1战胜对手，

挺进决赛。

在挺进苏迪曼杯决赛之后，中国

队总教练李永波在谈到决赛关注度

最高的男单人选时表示，他将会根据

对手的不同在林丹和谌龙之间选择，

他说：“明天的决赛(对手)不论是韩

国还是日本， 在男单这一项目上，我

们会根据对手的不同采取相应的对

策，如果说韩国进入了决赛，我们就

会派上林丹去对孙完虎；如果日本胜

了， 我们就会让谌龙上场打桃田贤

斗，两人对于各自的对手无论是技战

术还是战绩上都保持完胜。”李永波

表示最关键要把困难工作准备好，

“其实很简单，一定要充分估计各种

困难，把工作做细。同时相信自己，相

信我们这个团队，不管哪名运动员意

外输球了，都需要另外一名运动员去

承担，每名队员都应该有这样一种责

任感。”

综合新华社

连续11次闯进决赛

国羽今日决战苏杯

今日13:30�苏迪曼杯

羽毛球赛决赛 CCTV5直播

詹姆斯接受“急冻疗法”（视频截图）

韦德戴着辅助呼吸面罩跑步

NBA

新启用的回放中心

太阳队发布的

苹果手表

App

成都商报讯（记者 陈谋）

中

国作协官方网站日前发布公告，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征

集工作于2015年3月15日启动，

2015年4月30日结束。经审核，初

步认定共有252部作品符合《茅

盾文学奖评奖条例》 所规定的

参评条件。现将参评作品目录在

《文艺报》 和中国作家网公示。

若发现其中有不符合参评条件

的作品，可向评奖办公室反映。

记者发现，人民文学出版社

共有20余部作品在内。包括贾平

凹的《古炉》和《老生》。还有严

歌苓的新作。此外，据了解，四川

作协推荐的三部作品分别是罗

伟章的 《太阳底下》、 颜歌的

《我们家》、召唤的《黑丧鼓》。

此外，四川作家北来的《大凉山

往事》也被推荐在名单内。四川

文艺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

也各自有作品推荐。

她对此非常失望， 一些所谓的

著名儿童文学， 阅读后留给孩

子的想象空间非常少。 大部分

都有先入为主的固定模式。要

么是道德说教的， 要么是限定

在一个体系内的。 虹影希望国

内儿童文学能有更多优秀的作

品。她发现，现在中国儿童文学

没有塑造像彼得·潘那样自由

自在可以一代代学习的英雄。

“不能全靠 《喜羊羊》、《熊出

没》来伴随孩子的成长。孩子张

着很饥饿的眼睛看着母亲能给

她提供什么。”

茅奖参评作品公示 共有252部作品符合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