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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郭
德纲发文“清理门户”，并公布了德云
社最新家谱，曾经离开德云社的两名
徒弟何云伟、曹云金并不在列。9月4
日，曹云金发文称郭德纲“栽赃陷害”，
并使用了“赶尽杀绝”、“置我们于死
地”等字眼。

昨日，曹云金再发六千余字长文
正面细述自己和郭德纲的种种过往，
同时表示“是时候了，也该做个了结
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曹云
金的经纪人，对方表示，曹云金正在横
店拍一部电影，他想说的都在文章中
了，这些年来也遭遇了很多不公，但他

都忍了，写下这些文字和故事也算是
把隐忍了多年的话说了出来，“这些都
是曹云金自己写的，都是真实发生的
故事，也不怕对方怎么样。”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郭德纲
经纪人王海，他表示郭德纲不会再回
应此事，“不想与曹云金你一句我一句
对骂。”

曹云金：赶尽杀绝

8月31日，郭德纲在微博晒出德云
社家谱，并发文称：“该清的清，该驱的
驱。所谓的清理门户，是为了给好人们

一个交代。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以
忠正为本。留下艺名带走脸面，愿你们
万里鹏程。从此江湖路远，不必再见。”
在微博配图中，有两张是相同的文字内
容：“另有曾用云字艺名者二人，欺天灭
祖悖逆人伦、逢难变节卖师求荣、恶言
构陷意狠心毒，似此寡廉鲜耻令人发
指，为儆效尤，夺回艺名逐出师门。”

熟悉德云社的自然都明白，虽然
郭德纲并未指名道姓，但这里所说的
两名云字辈徒弟，自然是早在几年前
退出德云社的何云伟和曹云金。4日，
曹云金就在个人微博发文，称“你可真
有意思，从来不敢指名道姓，一贯含沙

射影，就因为不再给你赚钱了，你逼走
了我们，现在你栽赃陷害，强加一些莫
须有的罪名在我们身上，对我们赶尽
杀绝，置我们于死地！”

让人意外的是，昨日下午1时许，曹
云金再次发表数千字长文，称“是你的
江湖险恶，但我的世界阳光，道不相同
不相为谋，如此，人生长路漫漫，确实不
必再见”，并表示“是时候了，也该做个
了结了”，直指与郭德纲的恩怨情仇。

在文章中，曹云金指出郭德纲的
“七宗罪”，如郭德纲办学授课，无正规
学堂，多赚徒弟学费；勒令曹云金央视
退赛，师爷侯耀文气极摔电话；曹云金

赔钱赶演出，为郭德纲拍戏“分文不
给”；骂相声圈骂春晚骂记者，强制要
求全团队骂姜昆；禁曹云金演出，控诉
其背弃师门；借助舆论力量“背后捅
刀”，制造炒作话题等。

文章最后，曹云金还暗指郭德纲疑
似生活作风有问题，称“你还记得你2004
年为什么从右安门搬到大兴的邮局宿舍
吗？你还记得你生命中有个人叫杨新华
吗？你还记得那个跟着你的女记者吗？珠
市口剧装店的事儿你也都忘干净了？可
能这些细碎的事情，都随着你树立起的
高大形象，渐渐被你淡忘了吧。”

提到名字中的“云”字是否会改

名，曹云金在文中表示，名字是德云社
的创始人之一张文顺先生起的，张文
顺用“云”字给大家做名，是希望“德云
同在”。

郭德纲：不想对骂

近日，德云社公布家谱，清理门
户，一石激起千层浪，曹云金发文炮轰
郭德纲要将自己赶尽杀绝。对此，郭德
纲经纪人王海表示不愿意对此事做回
应。他表示，这次郭德纲方面如此低
调，是不想与曹云金你一句我一句对
骂。“曹云金他们就是想我们给出回应，
然后他们才有继续发声的机会，我们没
有必要这样做。”德云社的相关人士向
记者透露。正值德云社内外风波之际，
岳云鹏昨日发微博力挺师父郭德纲，他
写道：“2004年进入德云社，从来没有想
过能够走进相声界，12年过去了，走在
街上有人能够认出我来，有人能够找我
演出，有人能够找我拍戏，有人找我代
言，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庆幸自己
身在云字科，义薄云天的云。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任宏伟

郭德纲“清理门户”，曹云金历数郭德纲七宗罪

郭德纲：
不想你一句我一句对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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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福格森助教，
他曾是C罗恩师，
他曾是皇马和葡萄牙国家队主帅，
葡萄牙“黄金一代”奠基人为何扎根伊朗足球？

12强赛“中伊大战”今晚打响，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伊朗足协管理部部长萨基特

文娱

我们最大武器——

奎罗斯

四川金强女篮
重新杀回WCBA

前晚，在2016-2017赛季WC-
BA资格赛第二阶段南昌赛区的第
二场比赛中，四川金强女篮以 114
比65的大比分击败福建女篮，进而
以两战全胜的成绩提前获得新赛季
WCBA 资格。这也意味着，在去年
降级后，四川金强女篮将再度与男
篮一起，征战顶级联赛。

俱乐部董事长耿洁获此消息后
非常激动：“男篮拿个总冠军，女篮
也不能落后，俱乐部立足长远，一直
希望男女篮都能齐头并进，为推动
四川篮球多做一些贡献。现在球队
会认真备战10月15日开始的WC-
BA新赛季，女篮虽然关注度低，但
俱乐部依然会鼎力支持女篮的发
展。”在2014年男篮、女篮都征战顶
级联赛时，金强俱乐部投资人周仕
强曾有“女篮先拿个冠军，带动四川
篮球氛围”的想法，如今，金强男篮
已成 CBA 总冠军，接下来，就看女
篮的了！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奎罗斯给国足戴高帽
高洪波并未飘飘然

今晚7点35分国足将坐镇沈阳
奥体中心，在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
小组第二轮中迎战伊朗。昨日下午，
亚足联官网公布了国足在中伊大战
中的23人名单，胡人天和丁海峰两
人落选。不过，在随后进行的国足赛
前新闻发布会上主帅高洪波却表
示，最后的23人名单将会在6日中
午最后确定，这意味着国足的名单
也许还会存在变化。

伊朗队在昨日下午进入沈阳奥
体中心内场进行了踩场训练，球员们
结实的身板给现场媒体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不少人议论说：“这身体真是
杠杠的，国足能否扛得住啊！”因此在
新闻发布会上也有人询问高洪波，是
否会在锋线上派出身体素质一流的
留洋小将张玉宁来抗衡伊朗队。高洪
波并没有直面这个问题，只是表示自
己对25名球员都是同等对待的，不
管年龄大小。而在伊朗队的新闻发布
会上，伊朗主帅奎罗斯给中国足球戴
了高帽，他认为本小组中卡塔尔和中
国队很有希望进入世界杯。对于对手
的恭维，高洪波坦言目前从亚洲足球
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中国足球的发展
速度是NO.1，但整个过程还需要一
定时间，他希望自己和球员们能把时
间加快，以缩短这个过程。

小组赛首轮国足客场2比3不
敌韩国队，但为了表彰国脚们在比
赛中永不放弃的拼搏精神，中超河
北华夏幸福俱乐部开出300万的拼
搏奖重奖国足。据《足球》报称，今晚
的中伊大战华夏幸福俱乐部开出了
1000万的赢球奖来激励国足球员！
做客首尔时，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
并没有现身，以至于比赛后中国代
表团团长于洪臣在接受采访时也被
问及蔡振华有没有对球员们说些什
么。据悉，今晚的比赛蔡振华依旧不
会出现在沈阳，这是因为他目前正
在党校学习，无法抽身。中国足协副
主席张剑则会亲临现场，并向国足
全体将士传达蔡振华的指示。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发自沈阳

奎罗斯

当球迷们还在回味国足与韩国队比赛的得失时，下一个对手伊朗队已悄然逼近。今天，国足将在主
场迎战目前亚洲排名第一的西亚劲旅伊朗，他们最大的武器就是葡萄牙籍主帅奎罗斯了。

他曾是福格森的助教、他曾是皇马和葡萄牙国家队的主帅、他曾是C罗恩师、也是葡萄牙足球“黄金
一代”的奠基人，这样的资历如今不管在五大联赛哪一支豪门球队都能找到饭碗，奎罗斯却在不同文化、
远离欧陆的伊朗扎根，一干就是5年。奎罗斯先后三次带不同国家队杀入世界杯决赛圈，无疑是目前亚洲
范围内最具世界杯经验的主帅。

“他是我们国家足球的瑰宝！奎罗斯来到伊朗已经5年多了，为我们培养出了一批好的球员，没有他，
伊朗足球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也是中伊之战我们最大的‘武器’。”前晚在沈阳奥体中心，伊朗足协管
理国家队事务的管理部部长萨基特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激动地表示。而面对成都商报记者的问
题，奎罗斯本人则表示，“伊朗足协新主席非常支持我的工作。12强赛让我再次燃起希望，我要带领伊朗
队再次打进世界杯！”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发自沈阳 摄影记者 张士博今年62岁的伊朗队主帅奎罗斯已两

鬓斑白，与当年站在曼联功勋老帅福格森
身边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帅相差甚大。6年
多前，他曾经带领葡萄牙队与中国队进行
过一场友谊赛。巧合的是，那支国足的主
帅正是高洪波，那是高洪波第一次带领国
足，那支国足被称为热身赛之王，却0比2
完败给奎罗斯的葡萄牙队。谈起当年，奎
罗斯表示自己已经不记得了。面对成都商
报记者的采访时，他自嘲自己的头发已经
掉得差不多了，记忆自然也不好了。

奎罗斯曾被称为葡萄牙足球“黄金一
代”的奠基人，他曾发掘出菲戈、鲁伊科斯
塔等巨星，先后执教曼联、皇马等顶级俱
乐部，又带领葡萄牙国家队打进2010年南
非世界杯决赛圈。昨天的赛前发布会上，
奎罗斯说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上一次
是（跟随皇马）前往中国澳门进行比赛。

谁也没想到，奎罗斯在执教过众多欧
洲豪门之后会选择扎根亚洲。有消息称，
2010年带领葡萄牙队饮恨南非后，有些
人企图要奎罗斯背锅，于是就指责球队
偷服禁药。某天清晨，药检人员就叩开了
球员的房门。结果，无一人药检呈阳性。
但是这些人仍然不放过他，控诉他干涉
药检。奎罗斯承认，他的确对于在一大早
让球员们接受药检感到不爽，也对进行
药检的工作人员使用了一些不正当的语
言。葡萄牙反禁药部门给奎罗斯开出了
半年的禁赛罚单，此后经过一年的瑞士
仲裁法庭裁定，清白总算通过法律文书
表达出来了。这一年间，奎罗斯面对世界
各地的邀约，坚决说了“NO”。但伊朗人
上门的时间也许恰巧合适，“我们在那时
给予了他百分之百的信任，表示不管怎
样都要他担任国家队主帅。允许他在伊
朗能全权做主，负责伊朗足球的方方面
面。”萨基特表示，这一点彻底打动了奎罗
斯，于是他说服家人匆匆到任。

2011年4月，奎罗斯成为伊
朗国家队主教练，带队打进2014
年巴西世界杯决赛圈。然而伊朗
队在巴西世界杯成绩不佳，并没
有小组出线。这也让奎罗斯下定
决心换血，“这次来到中国参加
12强赛比赛的25人大名单中，15
人都没有参加过巴西世界杯，像
阿兹蒙这些年轻球员都是被奎
罗斯提拔进队的。”萨基特表示，
经过5年的经营，奎罗斯不但熟
悉伊朗队和整个亚洲足球的发
展，还培养出众多伊朗年轻好
手。5年多的执教时间也令他成
为伊朗足球历史上在任时间最
长的主帅。

热情奔放的葡萄牙人奎罗
斯在伊朗生活肯定有很多不适
应，与此相对应的是，相对保守
的伊朗人会看不惯这个西方人
的一些生活和工作作风。奎罗斯
被指责的地方有很多：很少离开
德黑兰去看联赛；一年中在伊朗
待的时间不过三个月；业余时间
里贪恋观看伊朗另外两项热门
运动摔跤和排球，不务正业；在
观看一场伊朗联赛比赛时，他居
然睡着了！“当你不能赢球的时
候，指责就开始了。”然而，奎罗
斯以成绩回击了这些质疑，在本

届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中，伊朗
队以8战6胜2平的不败战绩获得
小组头名出线。

奎罗斯曾在一场比赛前打开
一个旅行箱，给每个伊朗球员分
发一个大力神杯的小型复制品。
他要球员们要握紧手中的奖杯，
不要让自己的梦想脱手。还有一
个更大的奖杯，底下刻着“伊朗国
家队”的字样，这些年球队走到哪
里，这座奖杯就跟到哪里。

奎罗斯经常和助教加斯帕进
行烹饪比赛。“我们去街上买水
果，而且都是有机的。在伊朗的这
段时间，我们的烹饪技术都长进
了不少。我们经常会争论谁准备
的晚餐最好，但你们也可以想象
一下一直以来的赢家是谁。”奎
罗斯曾表示。那么，这个葡萄牙
足球教头在伊朗人眼中是个什
么样的存在呢？萨基特表示，“尽
管媒体的报道总是负面的，但他
在伊朗球迷眼中是绝对的偶像。
他受到了空前的追捧，到处都是
找他合影的大人和小孩。对于穆
斯林民族的生活习惯，奎罗斯并
不陌生：“我出生在莫桑比克，对
于穆斯林环境很熟悉。从1989年
起，我就去过不少不允许女人进
球场的国家。”

但这个伊朗足球的教父级人物
这五年多时间里也有心灰意冷想离
开的时候。今年5月，奎罗斯突然向
该国足协递交辞呈，理由是对足协
的一系列做法相当不满。他曾在巴
西世界杯之后表示想辞职，但被伊
朗足协极力挽留。奎罗斯与伊朗足
协签的合同本来要持续到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然而最近他却因为理
念和观点不同多次与足协产生摩
擦，他对于足协未能给予自己率领
的国家队足够支持而心生怨气。奎
罗斯当时曾对葡萄牙媒体表示，“我
已经执教伊朗4年了，现在是时候离
开了，这个决定让我很悲伤，但我必
须向前看，这就是人生。”

外媒曾经表示，奎罗斯多次抱
怨自己已经带队获得了成绩，但并
没有在合同上得到更多的回报。这
是因为当年伊朗足协为了聘请奎罗
斯，开出了450万美元的年薪。然而，
由于经济制裁，伊朗的经济情况并
不乐观，这让球队得到的物质支持
少得可怜。在备战期，球队就没有得
到足够的后勤保障，训练球衣和球
鞋都出现短缺。伊朗足协还禁止球
员在赛后与对手交换球衣，理由是
球队没有配备足够的球衣。伊朗足
协如此规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因
为国际足联在球队备战期就会给每

支球队100万美元的备战资金，而小
组赛未出线的球队也会得到800万美
元的出场费。这900万美元都会打到
伊朗足协的账户上，但球员却得不到
充足的、单件成本价不超过50美元的
球衣。伊朗足协给出的回应很简单：
世界杯预算有限。因此，奎罗斯的薪
水也经常被拖欠。

这已不是奎罗斯第一次请辞
了，2014年世界杯小组出局和2015
年友谊赛1比3输给瑞典后，奎罗斯
都递交了辞呈。然而昨天在沈阳，他
还是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成都商
报记者当着奎罗斯的面抛出了问
题，“你为什么想到辞职，又为什么
留了下来？”奎罗斯思考了几秒钟之
后，直接给出了他的答案，“几个月
前，我和伊朗足协发生了巨大的矛
盾。足协内部有人一直在刁难我和
教练组，这是无法接受的。然而，伊
朗足协随后更换了主席，新主席塔
伊非常支持我的工作。而且12强赛
让我再次燃起希望，我要带领伊朗
队再次打进世界杯！”这也是奎罗斯
首次对外媒给出自己的回答。

与中国队的大战当前，这位伊
朗主帅直言，“每支球队都有很多机
会，伊朗队不管在哪里、不管与哪支
球队交手，目标都是赢得胜利，我们
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全取三分！”

文化冲突：
曾让他饱受质疑

奎罗斯：
12强赛让我再次燃起希望

萨基特：
给他百分百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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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基特与本报记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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