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足联首设年度球迷奖，1月9日颁奖晚会揭晓答案
国际足联媒体部发言人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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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病儿童下“玩具雨”
荷兰海牙球迷成评选大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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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分钟，
上千个毛绒玩具从天而降

去年9月11日的荷甲联赛第5轮，费耶诺德
主场3比1战胜海牙，五轮全胜的费耶诺德力压
埃因霍温继续领跑积分榜。不过，他们的主帅范
布隆克霍斯特认为有一件事比胜利还要美好。这
件比胜利还美好的事是这样的：每年九月的费耶
诺德的第一个主场比赛，鹿特丹当地的索菲亚儿
童医院一些生病住院的孩子们都会被邀请到现
场观看比赛，今年正好费耶诺德的对手是海牙俱
乐部。海牙球迷赛前知道孩子们将会来看比赛
后，承诺会给这些可爱的孩子准备礼物。

客战的海牙球迷专门打听了孩子们的座位
区域，于是将球票订购在孩子们看台的上方。在
当天比赛第 12 分钟，海牙球迷把成百上千毛绒
玩具扔给了在他们看台下方的孩子们，这座费
耶诺德体育场瞬间下起了“玩具雨”，那景象相
当壮观。

国际足联：
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举动

接到毛绒玩具的孩子们脸上都笑开了花，虽
然他们身患疾病，但是这温馨的礼物让他们暂时
忘却了病痛。这一刻两队球迷没有对立的怒气，
只有团结的温馨。“费耶诺德希望所有的孩子和
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的主场享受无忧无虑的一
天。”费耶诺德俱乐部在官网上的声明中表示。

其实，在球场向对方球迷乱扔杂物是会被
处罚的，国际足联和所在的成员足协可以按规
则对涉事俱乐部进行罚款、取消主场资格乃至
扣分的惩罚。而作为国际足球事务的管理者，国
际足联头一次法外开恩，不但没有处罚费耶诺
德和海牙俱乐部和球迷们，还给予了他们高度
的评价。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国际足联
媒体部发言人吉奥瓦尼·马尔蒂表示，“海牙球
迷的投掷行为却被我们认定为一个非常具有善
意、暖心的举动，因此被选入国际足联首届年度
球迷奖大名单。”

海牙球迷的“玩具雨”是第一次在足球
场上出现的大规模毛绒玩具。其实在花样滑
冰赛场，观众投掷毛绒玩具的行为是一种已
经存在了一百多年的礼仪。作为花样滑冰运
动的观众，如果你能带上一两个毛绒玩具进
场，那么足以表现出你对冰上芭蕾的了解和
尊重，这些毛绒玩具也是你为喜爱的选手点
赞的最佳道具。

1872年奥地利首次举办花样滑冰比赛，
而花样滑冰的特殊礼仪——抛礼物也慢慢
在观众中出现。为了表达支持和喜爱某位或
某对选手，观众在比赛结束后，向冰面抛自
己的礼物和鲜花，渐渐成了一种惯例。有魅
力的选手往往会收到从观众席四面八方飞
来的毛绒玩具。谁收得最多，他的人气就最
高。当然，抛掷礼物之前要先做点准备，要将
玩具、鲜花等用透明的包装纸包装严密，否
则残留物有可能损害冰面，甚至可能对运动
员造成伤害。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撰写

海牙球迷
时间：2016年9月11日
地点：荷兰鹿特丹
比赛：费耶诺德3比1海牙（荷甲）1

在与《法国足球》的金球奖分家后，国
际足联新起炉灶公布了年度评奖的全新
八大奖项设置，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首次
设立的年度球迷奖。球员球迷亲如一家，
这样温暖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赛场上传
播着正能量。正是这些狂热又发自本真的
爱和支持，让足球在各个举步维艰的地
方，依然充满力量。今年国际足联公布了
三大候选球迷群体名单，包括海牙球迷、
多特蒙德和利物浦球迷以及吼响法兰西
之夏的冰岛球迷。其中，海牙球迷为患病
儿童下的那场“玩具雨”目前是评选大热，
全世界的球迷和媒体都在谈论那个感人
至深的瞬间。

下周一，这个全新的奖项就会揭晓答
案，究竟那场“玩具雨”有多大的能量呢？成
都商报记者前日专访了国际足联，媒体部
发言人吉奥瓦尼·马尔蒂向记者透露，“FI-
FA给全新的这个奖项简单命名为“最佳”
（The Best Fan Award），旨在表扬
2016年年度球迷群体的非凡时刻，不限联
赛级别、性别和国籍。由包括巴蒂、马塔在
内的专家组选出三组球迷团体，今年1月9
日投票截止，而最终结果也将在下周一的
国际足联年度颁奖晚会上揭晓。”

国际足联媒体部发言人马尔蒂表示，这
次的三组入围球迷大名单都是由足坛名宿评
选出来的，评审团包括阿根廷著名球星巴蒂
斯图塔、克罗地亚著名球星博班、前南斯拉夫
著名球星佩特科维奇和世界足球小姐马塔组
成。他们推选的三组球迷代表在国际足联官
网上接受来自全世界球迷的投票，最终得票
最高的球迷奖获得首届国际足联球迷奖。

4 月 15 日，2015-2016 赛季欧联杯四分
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恰逢希尔斯堡惨案 27
周年纪念日。在安菲尔德球场，利物浦球迷
与做客的多特蒙德球迷齐声高唱《你永远不
会独行》，这首著名的利物浦圣歌响彻全场，
场面令人震撼。值得一提的是，利物浦现任
主帅正是前多特蒙德功勋教练克洛普。在那
一刻，双方球迷同心，足球早已超越了对抗
的范畴，一周之后，希尔斯堡惨案的遇难者
也终于沉冤昭雪。

在 2016 年夏天，这个只有三十多万人
口的国家成为了法国欧洲杯最大的黑马，接
连上演冰岛奇迹。在冰岛对阵法国的八强比
赛中，尽管球队最后以2比5告负，但冰岛球
迷仍然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维京战吼”鼓励
着球队继续前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支持
祖国球队的比赛，冰岛这个弹丸小国 8%的
居民都来到了法国，为球队加油助威。在欧
洲杯之后，冰岛“维京战吼”的庆祝方式也迅
速传遍全世界。

另外两大候选球迷群体另外两大候选球迷群体>>>>>>

多特蒙德和
利物浦球迷
时间：2016年4月14日
地点：英国利物浦
比赛：利物浦4比3多特蒙
德（欧联杯1/4决赛）2

冰岛球迷
时间：2016年7月3日
地点：法国巴黎
比赛：法国5比2冰岛（欧洲
杯1/4决赛）3

前日凌晨四点，刚刚顺利完成达
喀尔拉力赛第一赛段的任贤齐，在拉
力赛第二赛段时遭遇意外，摩托车撞
向大树，整个人飞出车外。目前任贤齐
没有大碍，但是由于腰伤的缘故，被迫
告别今年的达喀尔拉力赛。任贤齐在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
可以有下次，我会想尝试开四轮的来
参赛，摩托车两轮的实在太难了。”

任贤齐在电话中表示：“第一赛
段顺利跑完，第二赛段跑了四百五十
公里的公路之后，进入特殊赛段，因为
当地之前下过大雨，路都变了烂泥，比
想象中难跑百倍，飞起的尘土又太多，
根本看不到前面的路和车，第一次撞
车，是我追到前面的车手了。”

之后小齐再跑了九十公里，遇上
烂泥地。意外随即发生了，“车撞到树
我整个人飞了出去，再跌入水潭，扭伤
了腰，无力再扶起已经跌倒的摩托车，

最后由直升机送我回到大本营。”
至于伤势，小齐希望大家不要担

心，“大家不用担心，这里有专业医生，
他们为我马上照X光检查，没有骨折、
超声波检查也没有内出血 ，只是目前
还不能搬重物。”由于腰伤，小齐不能
再发车，只得放弃比赛，他在电话中的
声音充满无奈，“失望是有一点点，难
得来到世界大赛，这里全部是世界级
高手，我不过是一个业余的，能进来已
经是万幸了。如果可以有下次，我会想
尝试开四轮的来参赛，摩托车两轮的
实在太难了，我没时间训练，四轮越野
车，比较安全，至少人不会撞到飞出
去！”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又讯 在昨晚的CBA第25轮比赛
中，四川品胜男篮主场以 114 比 88 击
败广州队，目前排名联赛第10位。本周
末，CBA全明星周末将进行，联赛将暂
时休赛。 何鹏楠

链接链接>>>>>>
花样滑冰赛场
投掷毛绒玩具的礼仪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海牙球迷把毛绒玩具扔向下方的孩子们

孩子拿到玩具很开心

意外受伤 任贤齐退出达喀尔拉力赛

国际足联详解评选规则

从上周起在网络上横扫世界各国
围棋高手、引发众人关注的网络棋手
Master，昨晚连续战胜三位顶尖高手、豪
取59胜后，自称身份是AlphaGo团队的
黄士杰博士，并宣布第60局对手为中国
的古力九段，似乎也预示着这是Master
网络试水的最后一战！在与古力的比赛
中，古力执黑以2.5目负于Master，Mas-
ter网测以60战全胜的战绩收场！之前
Master在聊天室里宣布：“我是AlphaGo
的黄博士”，这个消息也印证了之前人
们的猜想，职业棋手对阵的果真就是阿
法狗（AlphaGo）升级版。随后，柯洁九段
的微博也证明，横扫棋坛的Master就是
去年与李世石进行人机大战的阿法狗。

黄士杰是人机大战时代替Alpha-
Go 落子的“人肉臂”，也经常代表 Al-
phaGo团队发出声音，Master的操作者
承认自己是黄士杰，那么下棋一方的
身份也几乎已经确定。

昨晚晚些时候，AlphaGo团队的樊
麾通过微博发布了谷歌旗下技术团队
DeepMind 的正式公告，确认了 Master

就是最新版本的AlphaGo。公告中还写
道：“我们现在结束了非正式的测试，
非常期望今年能有机会与围棋组织以
及专家共同探索神秘的围棋，在相互
启发的气氛中共同领会围棋的奥妙”。

柯洁在微博中表示：“感谢Alpha-
go 最新版给我们棋界带来的震撼，作
为一开始就知道真身是谁的我来讲，
是多么希望网上的快棋人类能赢一
盘。若不是住院，我将用上那准备了一
个星期的最后一招……略有遗憾。”

结果不仅古力没有战胜Master，就
连古力的师父、“棋圣”聂卫平在昨日
下午的比赛中也没有占到便宜。此前
的 53 场胜利，“Master”下的都是 30 秒
一手的快棋，也有棋手提出更改对局
用 时 ，但 都 被 拒 绝 。可 是 第 54 盘 ，

“Master”主动把对局用时调整成了 1
分钟一手，只因为这次的对手不同一
般，他就是中国围棋“棋圣”聂卫平。最
后聂卫平执白 7 目半失利，赛后他表
示，如果右上角没失误、活棋的话，白
棋还有希望。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Master自报家门：
我就是阿法狗

黄士杰曾在人机大战中替阿法狗落子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装饰装修
●家装公装设计13281808585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收空调厨具桌椅13880031839

餐馆转让
●铺面转让或承包18008048162

律师服务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李江51052119870408101X身
份证于2016年1月3号遗失

●高新区思源课外辅导服务部地
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川税蓉字
510724199107090828号）、国税税
务 登 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
510724199107090828）、发票领用
簿正副本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黄土镇辉瑞汽车美容
中 心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510112600220931遗失作废
●刘志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证书（编
号：129651200906001490） 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市祺瑞咨询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285897）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后古科技有限公司在成都
市锦江区地方税务局领购的5份建
筑 业 统 一 发 票 （代 码 ：
251011221025， 起 止 号 ：
00646797-00646801），该发票未
开具，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宏明电子第三产业开发公
司商店 （注册号：51010819003�
26）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酒楼·茶楼转让
●城南营业中千平茶楼分租或转
让18628205100

厂房租售
●厂房租售，首付三成，可办双
证，购即分割028-8494466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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