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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超完美服务矩阵
麻将公里牌成亮点

甜蜜小镇是2017“甜蜜跑”系列赛
事最大的亮点之一。甜蜜小镇依托主会
场搭建而成，打破了传统主会场功能区
布局的限制，是赛事现场极具人气的甜
蜜家园。甜蜜小镇内囊括了极具人气的
企业展位、极私密的更衣间、极甜蜜的
妆化区、极火爆的互动区、极温暖的家
人等候区、极具娱乐性的长时派对等。
赛前，跑者可在甜蜜小镇内寄存衣物、
妆扮；赛后可休息、逛女生专属市集、享
受音乐party等。

当然，作为一项成都的本土赛事，
怎么能缺少本土元素呢。这次，主办方
将成都市民日常消遣的娱乐活动麻将
搬上赛场，以麻将公里牌代替传统公
里牌，奖牌设计上也融入麻将元素，将
赛事与麻将文化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让跑者在参赛的同时，也能充分了解
和体验四川的麻将文化。为广大跑者
打造一场以跑步为名会会麻友的盛
会。此外，今年的赛事在去年的基础
上，为参与健康跑的选手提供了更完
善的赛事服务。除了半程选手，组委会

同时也为参加健康跑项目的选手提供
有存取衣服务；赛后，按规定顺利完成
健康跑项目的选手也将得到完赛纪念
奖牌和相应的完赛物资，力求为健康
跑选手提供同样贴心的赛事服务。

与公益组织合作
向家的方向奔跑

今年赛事将会为选手们提供更完
善的数据支持。赛前报名成功后选手们
可将自己的报名信息生成海报，一键分
享至朋友圈。赛后选
手们查询成绩时，同
样可以一键分享自己
的成绩，同时查看自
己的跑马大数据。了
解自己在成都地区、
全国范围内的成绩排
名多少？又有多少男
性跑者的成绩略逊一
筹等。通过别开生面
的分享玩法，提升跑
者的参与赛事的广度
和深度。作为一项业
内评价很高的赛事，

2017成都（双流）女子半程马拉松在宣
扬运动的生活方式外，也致力于传播了
爱家文化这一公益理念。

此次赛事将继续与NGO组织“好
土公益”展开合作，继续将“爱家文化”
这一公益理念一同带上赛场。活动由妈
妈们带着小朋友一同完成健康跑的项
目，爸爸们在终点建造“父亲的花园”制
作手工鲜花礼物等候家人完赛，并在终
点亲手为妈妈和孩子们献上爱的礼物，
一家人共同完成“向家的方向奔跑”公
益项目。 （李博）

牵手“好土公益”为爱甜蜜奔跑
2017成都（双流）女子半程马拉松发布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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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7成都女子半程马拉
松锦标赛配套活动之一，“成都女
马·为希健身”辣妈学院，为所有
产后女性制定独特健身计划，尊
享独有的健身服务。我们特别邀
请“为希”国际身材定制中心作为
活动的独家合作健身机构。

“为希”致力于打造中国特
创“女要S 男要V”时尚审美身
材定制理念及国际标准训练体
系：创新“六体并进，全面发展”
的健生体育理念和混合训练身
体素质，综合提升内外气质课
程；特创体医结合、营养干预、养
练保健的“健身、营养、康复”高
品质专业健生管理体系，打造标
准特质身材。

凡经过“辣妈身材订制学
院”训练、营养、康复三方导师面
对面咨询、身材设计、定制协议，
训练和饮食全勤打卡者，如在9
月2日半马当天集体亮相测试和
5KM、半马跑中未达成体重、体

型、体能训练数据、效果，全款退
还训练费用。

开班时间：7月2日
课程时间：8周，32节课时
健身地点：为希国际身材定

制中心
半马报名费：特惠100元（含

赛会统一服装）
一对一明星私教：辣妈身材

定制学院特惠价，240元一节；8
周32节课时，共7680元

精品小班：辣妈身材定制学
院特惠价，120元一节；8周32节
课时，共3840元

备注：训练费用含定制营养
餐一份体验（价值58元）；定制康
复方案、推拿松解体验一次（价
值168元）；定制统一训练服装一
件；如全程配合营养餐、康复松
解推拿，需按次数另行计价。

热线咨询：028-65278408
报名时间：10点~20点，徐教

练、杜教练

本届赛事参赛服由战略合作伙伴特步提供的甜蜜背心套装。
新服装将以更具时尚感的剪裁设计和更舒适的材质选择，为跑者
们提供更贴心的跑马体验。

2015年，18岁的张玉宁仅仅
在青少年比赛中崭露头角，但在
中超还没有出场纪录，这种情况
下荷甲维特斯也向其伸出橄榄
枝，从杭州绿城引进了张玉宁，
双方的合约至2017年6月30日结
束。在荷甲期间，作为惟一在欧
洲主流顶级联赛效力的中国球
员，虽然上场时间不算太多，但
张玉宁还是把握住了为数不多
的机会，用高光表现征服了维特
斯球迷，包括国家队12强赛，张
玉宁也进入名单并有出场纪录。

也因为如此，在两年合约
期限越来越近的时候，张玉宁
的首选还是和维特斯续约两
年。“他对维特斯有感情，毕竟
从这里起步。”张玉宁的父亲张
全成说。张玉宁和维特斯的续
约谈判启动于去年8月，张玉宁
团队于12月14-12月18日这短
短五天中与维特斯俱乐部谈了

四次，双方终于就续约合同主
要的买断条款及待遇达成一
致。但因为当时已到西方的圣
诞假期，双方约定新年过后立
即拟定合同，安排续约。

然而，变故发生了。
冬歇期开始后，维特斯俱乐

部接到了一份来自中资俱乐部
的报价，该俱乐部向维特斯求购
张玉宁，报价高达1200万欧元！
这份丰厚的合同彻底砸晕了维
特斯，现在他们一心想的不是
和张玉宁续约了，而是怎样想
办法把张玉宁卖回中超的问题
——这份报价彻底打开了维特
斯高层的胃口，他们的心思也活
泛了起来：中资俱乐部都能报价
1200万欧元，那么中超呢？但张
玉宁团队之前表达的意思很清
楚，在未来两三年内张玉宁不会
回中超，只会在欧洲适合自己的
俱乐部谋求发展。

张玉宁转会英超西布
朗，签下五年长约，由于劳
工证问题暂时无法在英超
出场，张玉宁从维特斯加
盟西布朗后，又马上被转
租给了德甲不莱梅。其实
在此前关于张玉宁的转会
新闻中，都是和不莱梅相
关，最终却是转会西布朗，
然后租借到不莱梅，这个
戏法是怎么变的？

昨日西布朗官宣了签
约张玉宁的消息后，张玉
宁的父亲张全成也十分兴
奋，马上在朋友圈发出“德
甲，我们来了！感谢西布
朗”的心声。通过和张全成
的交流，我们也详细了解
到这次张玉宁转会过程中
内幕，堪称一波三折，甚至
充斥着维特斯俱乐部对张
玉宁类似“宫心计”般的戏
码，但最终张玉宁在本可
以自由身离开的情况下，
仍给维特斯留下了一笔可
观的转会费，可谓是仁至
义尽。

成 都 商 报 独 家 揭 秘 张 玉 宁 登 陆 五 大 联 赛 内 幕

张玉宁登陆五大联赛，官方并
没宣布转会费，由于此前有中资俱
乐部为张玉宁开出1200万欧元的
天价，外界也对这次张玉宁转会西
布朗的转会费十分感兴趣。

德国权威网站“转会市场”日
前将张玉宁从维特斯加盟西布朗
的转会费标注为900万欧元！

而让一些球迷不解的是，既然
张玉宁与维特斯的合约在今年 6
月 30 日结束，那么他应该是以自
由身加盟西布朗，为什么还会产生
转会费呢？据悉，在与西布朗谈妥
之后，张玉宁还是与维特斯续约了
一年，张玉宁和父亲认为，续约能
保证维特斯从张玉宁的转会中收

取到转会费，而这也是对维特斯培
养张玉宁的一种回报。而如果不续
约的话，张玉宁虽然可以以自由身
离开，但维特斯以及从小培养张玉
宁的杭州绿城都将颗粒无收。而在
告别维特斯后，张玉宁也在社交媒
体上对老东家留下了深情告白：

“再见的时刻，我想对维特斯的家
人们说，谢谢你们过去两年对我的
帮助。我会永远支持你们，永远爱
你们！”

在记者询问张全成，与维特斯
续约、给他们留下一笔可观的转会
费初衷时，张全成回复了这几句
话：“白鹭立雪，愚人看鹭，聪者观
雪，智者见白。”

因为英超劳工证的限制，所以
张玉宁团队选择的策略是先转会、
再租借，租借的对象就是当初接触
过的德甲不莱梅。当然，西布朗之
所以愿意把张玉宁租借给不莱梅，
也与西布朗的中国投资方有很大
的关系。

2016 年 8 月对西布朗的收购
者是以上市公司棕榈股份为首的
中国资本，而赖国传也是棕榈股份
的股东、前董事和总经理。而在去
年 12 月，棕榈股份也和不莱梅俱
乐部签署了在俱乐部青训、体育康
复、中国的品牌推广等全方位的合
作协议，所以西布朗在考虑张玉宁
的租借下家时，不莱梅也自然成为
首选。而巧合的是，张玉宁恰恰是

不莱梅长期跟踪的为数不多的中
国球员。

在得知西布朗准备将张玉宁
租借给自己后，不莱梅也再次启动
了对张玉宁的详细考察，最终他们
决定完成这次租借。对于张玉宁在
不莱梅的前景，德国媒体并不是很
看好，《踢球者》就透露，在租借张
玉宁后，未来几周不莱梅还会敲定
一个来自中国的赞助商，球队过去
几周已经在和西布朗老板赖国传
所拥有的公司谈判，这次合作的金
额可能会达到几百万欧元。《图片
报》则表示，张玉宁在荷兰并没有
惊艳的表现，他们甚至认为张玉宁
很可能只会代表不莱梅二队参加
丙级联赛。

在张玉宁父亲为其谋求转会
时，仍然留在维特斯的张玉宁日子
当然不好过，俱乐部打定主意不让
他上场，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达到目
的。在寻求转会的过程中，张玉宁
团队接触过多家俱乐部，其中就包
括德甲的霍芬海姆、不莱梅等。不
过，霍芬海姆和不莱梅的报价都没
有达到维特斯的心理预期。这些俱
乐部中，诚意最足的是有中资背景
的英超西布朗俱乐部。

西布朗的老板赖国传早在去年
9月就和张全成有过接触，不过当时
张玉宁已准备留在维特斯，所以双
方没取得进展。在张玉宁下定决心

离开后，今年1月底赖国传再次找
到张全成，双方整整聊了一天一夜！

最终，赖国传的诚意和描述的
前景打动了张全成和张玉宁，在2
月25日，西布朗、维特斯和张玉宁
达成了初步转会协议。3月，西布朗
的团队利用国际比赛周的机会专程
赴中国观看了国足与韩国队的世预
赛。赛后张玉宁也与西布朗团队进
行了会面，当时他就坐在西布朗主
教练普利斯身边，据说张玉宁流利
的英语和充满自信的态度给普利斯
留下了印象的深刻。只是当时这一
切都是在严格保密下进行的，所以
外界并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对于维特斯俱乐部想法的
改变，张玉宁团队一开始并不
清楚。

2017年1月15日，荷甲冬歇
期结束后，维特斯迎来了第一
场比赛——主场迎战特温特。
比赛当天温度极低，当时在维
特斯主场演播室为国内某网络
平台客串解说的张全成，至今
还记得那天体育场的顶棚因为
气温太低而关闭，“官方给出的
场内气温只有零度。”

比赛下半场，一个令张全成
和张玉宁团队意想不到的变故
发生了，维特斯主教练弗雷泽在
首发前锋没有意外受伤的情况

下，突然要换上张玉宁。而张玉
宁此时没有进行任何的热身，愕
然之下仓促上场。这也让张全成
十分不解：“这么冷的天，没有热
身就让人上场是非常容易受伤
的，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举动！”

果然，比赛次日张玉宁在
起床后发现肩膀不适。张全成
详细地了解了当时的情况后，
才得知维特斯正试图把张玉宁
卖回中超，因此做出了一些无
法让人理解的决定。由于张玉
宁团队坚持不回中超，双方谈
崩后张玉宁团队下定决心：那
就是不再和维特斯进行续约谈
判，为保护张玉宁而谋求转会。

特约记者 白国华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西布朗老板与张父深谈一天一夜西布朗老板与张父深谈一天一夜
主帅曾到现场考察张玉宁主帅曾到现场考察张玉宁

赛事举办地选在成都市双流区，起终点设置在双流体育中心
东门附近，途径金河路、银河路、双江路等，最终回到双流体育中
心东门，完成比赛。赛事设置女子半程（2000 人）、健康跑（约
5KM）（3000人）两个项目。

报名信息
半程马拉松报名费为120元人民币（不分国籍）
健康跑报名费为60元人民币（不分国籍）
赛事将于2017年7月4日15时启动报名，报满即止。官方报

名网址 http://chengdu.kiss-run.com/。同时跑者可关注甜蜜跑官
方微信/微博账号了解详情。

特别提醒

“成都女马·为希健身”辣妈学院
为你打造良好身材

广告

西布朗背后的中国资本西布朗背后的中国资本
去年与不莱梅签下全方位合作协议去年与不莱梅签下全方位合作协议

续约留下转会费回报维特斯续约留下转会费回报维特斯
德媒披露张玉宁身价德媒披露张玉宁身价900900万欧元万欧元

零度气候下没热身就让他上场零度气候下没热身就让他上场
为保护自己张玉宁决定转会为保护自己张玉宁决定转会

张玉宁首选续约维特斯张玉宁首选续约维特斯
俱乐部却因高额报价而动心俱乐部却因高额报价而动心

张玉宁披上不莱梅战袍

张玉宁签约

张玉宁 转会西布朗
转租不莱梅

各大跑团积极报名 王红强 摄

不少跑友昨日到现场助威 王红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