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主场最后一战
四川男篮狂砍149分创队史纪录

在昨晚结束的CBA2016-17赛季第21轮的
比赛中，四川品胜男篮主场迎战浙江稠州银行
队。结果，在2016年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中，四川品
胜队打出了本赛季最精彩的一场球，全队12名球
员均有得分入账，149比124大比分击败对手，149
分是本赛季CBA截至目前为止的最高分数，也
是四川队队史最高分数。四川队主教练杨学增赛
后表示，对方主力内线张大宇的缺阵也影响了对
方防守的强度，“连续两场比赛的胜利，让我们对
季后赛充满希望。”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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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11

上海上港昨日召开媒体恳谈会，确认奥斯卡的转会费为6000万欧元（约为4.34亿元人民币）

成都商报专访奥斯卡母队跟队记者普利尼奥深度揭秘新标王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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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地时间12月27日，据
《纽约时报》称，俄罗斯第一次承
认官方实施了体育历史上最大的
阴谋之一：承认在俄罗斯存在着
广泛的深远的禁药操作，整个参
与奥运项目的运动员都受到了影
响。《纽约时报》称这是他们过去
数天在俄罗斯采访后得到的结
果。俄罗斯国家反兴奋剂机构代
理总干事安娜·安特塞利奥维奇
说：“这是一个制度阴谋。”她表示
多年运做下来，已经有一套完成
的欺诈计划表，但她同时强调俄

政府的高层官员并没有卷入其
中。

《纽约时报》还采访到一位分
量比安娜重很多的人物斯米尔
诺夫。在前苏联和俄罗斯都做过
奥委会主席，在国际奥委会担任
过副主席。81岁的他原本可以安
享晚年，但普京在今年任命他重
建本国的反禁药系统。斯米尔诺
夫表示，自己不想“为那些该负
责任的人辩解”，不过他强调麦
克拉伦报告里提到的体育官员，
他本人和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没

打过交道，而且已经都被解雇
了。斯米尔诺夫说：“从我的角度
来看，我们犯了太多错误。我们
必须要找到年轻选手爱用兴奋
剂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会参与其
中。”斯米尔诺夫主动谈起了“魔
幻熊”，该组织成功破解了不少
西方选手豁免用药的秘密文件。
虽然没有什么大用，但斯米尔诺
夫表示这也是一种不公平。他
说：“俄罗斯就没有像其他国家
那样的机会。”斯米尔诺夫表示
他和一个20人的团队，专注于对

俄罗斯的反禁药系统进行详细
的检查和修正，这个团队，有政
治人士、体育人士、商人，甚至还
有一位钢琴家。他们已经研究了
西方国家的反兴奋剂系统，同时
也为俄罗斯各体育单项组织举
办各种研讨会，以期未来和国际
奥委会的监管部门达成和解。

此前，俄罗斯田径界被指存
在由国家主导的兴奋剂问题，去
年11月起，被国际田联禁赛。由国
际反兴奋剂机构委任的专家本月
初发表报告，指俄罗斯运动员在

2012年伦敦奥运、2014年索契冬季
奥运以及其他国际赛事中作弊，
涉及30个体育项目、超过1000名运
动员。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又讯 圣诞节假期，里皮短
暂地返回意大利度假。面对中国
国家队的话题，他接受了《米兰
体育报》专访，表示有信心在未
来彻底改造中国国家队，“如果
这支球队最终无法参加下届世
界杯，至少我们可以达到在下一
届亚洲杯上实力不输任何一个
对手。” 胡敏娟

史上首次
为演唱会让路
CBA赛前临时取消比赛

CBA成立已有22年了，昨晚本该进行CBA第
22轮剩余九场比赛，不过就在距离比赛开始不到
两小时的时候，青岛男篮官方却宣布青岛主场对
阵北控的比赛将要延期举行，原因竟然是青岛主
场北侧篮架后方因搭建了张韶涵的跨年演唱会
所需要的舞台，导致无法确保赛场人身安全，因
此这场比赛将会改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篮协亦发布了通知确认这一消息，并表示改
期造成的一切损失由青岛双星篮球俱乐部、青岛
赛区竞赛承办单位、青岛国信钻石体育馆承担，
主办单位将视改期对联赛造成的影响，对相关责
任方进行处罚，并责令青岛方面做好善后工作，
把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青岛男篮在宣布比赛因场地原因取消的同时，
表示本场售出的球票改期后依然有效，球迷也可以
选择退票。而据北控随队人员透露，球队接到比赛
改期通知时已经在前往比赛场馆的路上。

本赛季北控男篮也在主场出现过球馆无法使
用的问题。当时北控男篮俱乐部提前一轮就发布
了场馆更换消息，不过出于安全问题这一场比赛
并没有对外售票，这也是CBA历史上首次出现改
变球馆不对外售票的情况。而像昨天这样在赛前
临时取消比赛的事情，在CBA联赛22年的历史中
尚属首次。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中国足球再次创造了历史。上海上港
俱乐部昨日召开媒体恳谈会，恳谈会上，总
经理隋国扬介绍了奥斯卡引进的情况，他
透露奥斯卡的身价就是6000万欧元（约合
4.34亿元人民币），不是外界传说的6000万
英镑，或者6000多万欧元。即便是6000万
欧元，他也成为了中超的新标王。另据
BBC的消息，奥斯卡的年薪达到了2000万
英镑（约合1.69亿元），是他原队友阿扎尔
的两倍，甚至超越了梅西和C罗（同为1900
万英镑）成为全球顶薪。也就是说，这个足
坛打工皇帝一分钟约进账人民币323元。仅
仅7日就能在全球最贵房价之地之一的上
海、他的新打工城市买一套两居室。

一边是日进斗金，一边却被祖国人民
和业内人士疯狂指责。其实奥斯卡之前曾
两度拒绝中超球队的邀请，但当25岁的奥
斯卡顶着6000万英镑的转会费登陆中超
加盟上海上港时，包括英超教练温格、克洛
普在内的很多人对此的评价是：堕落。“你
这是自毁前程你知道吗？”不少球迷忧心忡
忡地对奥斯卡感叹道。“他转会费6000万？
不！没有一个巴西人会认为他真正值这个
价格！”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专访了奥斯卡母
队跟队记者、《圣保罗日报》记者普利尼奥，
后者带着万分的感叹，向我们揭秘了标王
的前世今生，以及巴西国内对他的看法，
“这不是他第一次负气为钱离队出走，希望
这个孩子在中国能有个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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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巴西
人会认为他真正值这
个价格”

“这不是他第一
次负气为钱离队出走”

曝俄官员首次承认运动员服禁药
普京已安排专人负责重建俄罗斯反禁药系统

奥斯卡
国籍：巴西
出生地：圣保罗州美利加那
出生日期：1991年9月9日
身高：179cm

体重：66kg
场上位置：攻击性中场、前腰、边锋
俱乐部生涯
2008-2010 圣保罗（出场11次）
2010-2012 巴西国际（出场36次进11球）
2012-2016 切尔西（出场131次进22球）
2016至今 上海上港
国家队生涯
2008-2011 巴西U20（出场25次进9球）
2012 巴西国奥队（出场6次进1球）
2011至今 巴西国家队（出场48次进12球）

25岁就远离世界足坛的中心——欧洲，远赴中
国淘金，奥斯卡被祖国人民和业内人士疯狂指责，
包括英超教练温格、克洛普在内的很多人对此的评
价是：堕落！

与其在切尔西枯坐冷板凳不如来中超闯闯，北
京国安的奥古斯托、广州恒大的保利尼奥都能成为
巴西队征战世预赛的主力，谁能说奥斯卡来中超后
就不能重回国家队呢？

自毁前程？
曲线救国！

为父立志
幼年丧父

他为替父圆梦而踢球

1991年，奥斯卡出生在巴西
圣保罗州内地小城美利加那。在
奥斯卡3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一
场车祸中去世。雪上加霜的是，母
亲已经怀上第三个孩子，她又给
奥斯卡生了个小妹妹。为了挣钱
养活三个年幼的孩子，母亲不得
不靠摆地摊卖衣服。出生和成长
于圣保罗州内地小城，再加上幼年
丧父，奥斯卡变得沉默寡言。家里
除了他就是母亲和两个妹妹，这
让奥斯卡的内心更加细腻敏感。
但是这个内向孩子认定的事情，
一般就不会改变。奥斯卡右臂上
有一个文身，意思是“你的每一次
呼吸”，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奥
斯卡与父亲同名，领居曾告诉
奥斯卡，他的父亲少年时球
技出众。不过，为了谋生，奥
斯卡的父亲并未踏上职业
球员的道路。为了替父亲
圆职业球员的梦想，奥
斯卡立志在足球上有
所成就。

险被封杀
因私自转会

他曾一年多无球可踢

作为前腰，奥斯卡技术细腻，传球精
准。“只要是看过他踢球的人都注定永远
难忘，奥斯卡绝对是巴西土壤诞生的又
一个天才孩子。”《圣保罗日报》记者普利
尼奥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他与卡卡都
是踢前腰位置为主，球风与卡卡相似，被
誉为新卡卡。1998年，年仅7岁的奥斯卡
进入圣保罗州巴巴伦斯联俱乐部的足球
学校学习。2004年，13岁的奥斯卡加盟巴
西豪门圣保罗足球俱乐部的青年队。
2008年，奥斯卡进入圣保罗一线队，与圣
保罗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2009年，17
岁的奥斯卡上演职业比赛首秀。然而，贪
婪的经纪人希望他能转会创造更多的价
值，仅为圣保罗出场11次未取得一个进
球的奥斯卡突然出走，要投奔巴西国际。
培养他的母队一分钱都拿不到，圣保罗
肯定不干。

两家俱乐部为争他打官司，奥斯卡
一年多无球可踢，差点被巴西足坛全面
封杀。2011年，20岁的奥斯卡与小学同
学、日本后裔鲁德米拉结婚。爱情带给奥
斯卡幸福感，帮他渡过了难关。这场官司
2012年才正式打完，奥斯卡转会巴西国
际，1500万巴西雷亚尔（约合510万英镑）
的转会费打破了巴西俱乐部之间球员转
会费纪录。和诸多巴西天才的轨迹类似，
奥斯卡在巴西联赛获得成功后走上旅欧
之路。2012年7月25日，英超豪门切尔西
官方宣布与21岁奥斯卡签约，转
会费高达3200万欧元。

不祥之人？
“巴西人看到他

就会想起那场1比7的惨败”

在2014年世界杯上，巴西队在半
决赛中1比7惨败给德国队，为巴西
队打入进球的正是奥斯卡，奥斯卡的
安慰性进球换来了些许《我始终相
信》的歌声，但歌声中夹杂着嘲讽的
大笑。这场1比7惨案更像是一场全国
性的羞辱。

如今两年过去了，巴西人再度开
始拿这场比赛开涮，任何与那场惨败
有关的人物名字，都会在一片脏话和
嘲笑中被反复提及——除了内马尔。
原因不难解释：当时他有幸没在场
上。作为唯一一个列入国际足联场上
纪录中进球人员的巴西球员，奥斯卡
这个进球为他带来的是不是荣誉和
喜悦，而是更多的指责和谩骂——

“为何不能多进几个？”、“为什么到德
国人已经进了七个球之后才能打进
一个球？”、“为什么都要到伤停补时
阶段才发动进攻？”“他就是德国人送
来的安慰品！”拿《圣保罗日报》记者
普利尼奥的话来说，就是“总而言
之，他在巴西已经成为了不祥
之人，人们看到他就会想
起那场国家惨败”。

被边缘化
“他有技术有能力，

但是就是无法稳定发挥”

经历了1比7惨案后，巴西国家队在国内的关
注度严重下滑，巴西队电视收视率降到了冰点。
在那之后，巴西也开始一次革新之路。邓加重登帅
位，清洗了很多他认为不适合国家队的球员。奥斯
卡也成为了边缘国脚，他上一次代表巴西国家队
出场是2015年11月18日巴西队与秘鲁队的比赛。

在孔蒂升帐切尔西后，奥斯卡也已成为替
补席上的常客。自10月起，他代表球队上场4次，
合共36分钟，最长一次不到20分钟，且最近两轮
都没有进入大名单（官方理由是“患病”）。只
是在无关轻重的联赛杯上，奥斯卡踢满了一
场，现在看来，那也成为了他为切尔西首发出
场的绝唱。“他有技术有能力，但就是无法稳
定发挥。”《圣保罗日报》记者普利尼奥
感叹道，“你无法指望奥斯卡能成
为大场面球员，因为他自己也
不知道自己哪场比赛能
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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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稿件由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采写

深度解读
中超新标王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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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钟进账约一分钟进账约323323元人民币元人民币
一小时进账约一小时进账约11..9393万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
一天进账约一天进账约4646..5555万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
一周进账约一周进账约325325..8787万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

年薪约1.69亿元人民币

年薪超C罗、梅西

切尔西的球场外墙上还留有奥斯卡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