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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网络时代后，如今通过网络视
频观看比赛已经成为一大趋势，新一代
体育解说员也开始崛起，他们的专业领
域更加细化，不过相对于于大川那一代
解说员，他的后辈们在面临更大机遇的
同时，也背负了更多的质疑和批评。

著名篮球解说员柯凡最近遇到了
麻烦，在去年的NBA总决赛第五战节间
休息时，没有注意话筒并未完全关闭，便
与自己的搭档调侃道：“哎呀，你可一定
要完啊。骑士～你可一定要完！哎～今儿
要是猩猩输了，我下赛季蜜一个赛季猩
猩，哈哈！”这样的言论在中国球迷中掀

起轩然大波。而在今年4月，柯凡在私人
直播中又主动提及了有关詹姆斯的话
题，坦言自己不喜欢詹姆斯。

因为这些原因，柯凡被詹姆斯球迷公
认是“詹黑”，认为其在解说时有侮辱詹姆
斯的言行，进而投诉到其供职的腾讯公
司，甚至有激进球迷，通过社交网络，把此
事直接捅到了NBA总裁亚当·萧华那里！
随后，萧华还回复了球迷，表示已经得到
了腾讯方面的处理保证，而柯凡最终也被
腾讯方面停职，目前仍未复职。

近几日，首届改制后的男篮亚洲杯激
战正酣。中国男篮表现喜忧参半。本次比

赛却意外“捧红”了一位解说员，他就是负
责前方现场直播解说的央视体育频道解
说员黄子忠。8月9日亚洲杯首战，中国男
篮以87比96不敌上届决赛中的手下败将
菲律宾队，遭遇了“开门黑”。但是让广大
球迷们吐槽的，却是央视直播中黄子忠的
解说。在首节尾声，菲律宾8号阿布埃瓦对
李根有一个性质恶劣的恶意犯规，直接用
头顶上了李根的下颚，李根被顶翻在地，
而在这时黄子忠正在低头念读他准备的
材料，当他抬起头看到这一幕时，他选择
了闭口不言长达十余秒。

黄子忠曾是江苏省高考状元，从成为

体育解说员开始就争议不断，球迷们将他
的解说风格形容为“有资料时天下无敌，
没资料时一言不发”，送其雅号“数据帝”。
在百度的黄子忠贴吧中，球迷给他专门开
了一个名为“资料帝黄子忠语录收集贴”
的帖子，以收录他在比赛中的错误解说。

来自外界批评之声让黄子忠有些承
受不住，在2013年04月16日停止了微博
的更新。但这似乎依然躲不开，最新的那
条微博下的评论数有一千多条，远多于
其他微博。球迷在每到黄子忠解说NBA
时 ，就 齐 聚 这 条 微 博 下“ 开 炮 ”……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实习生 谭婷婷

成都商报：新英的英超直播中场总
有几名美女主持出来站台，球迷对她们
的水平褒贬不一，你对节目设置美女元
素怎么理解？

金相凯：这是新英做的一种尝试，大
家之所以会有些看法可能是女主持对足
球知识比较匮乏。像英国、意大利足球基
础非常好，就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足球
的知识，国外女球迷也很多，她们也很懂
足球。中国很难有既懂球，又懂做节目的
女主持。这种尝试我们内部也有一些探
讨，但我觉得是值得尝试的，目前的节目
形式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多少有些不

大公平，她们在主持行业都非常棒，但是
对足球不是很了解，这样的节目设计就
暴露了她们的短板，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赛季我们对女主播的设计上有了一些变
化，尽量把她们的长处和特点发挥出来，
希望大家能看到她们的努力。

成都商报：本赛季英超你个人看好
哪支球队？

金相凯：我觉得这个赛季强队特别
多，曼城这个赛季引援就花了 2.5 亿英
镑，曼联、利物浦都买了很多强援，热刺
有一些引援的动作，他们的阵容也比较
稳定。阿森纳拉卡泽特的加盟有可能会

让这个球队上一个台阶，在以往阿森纳
就是在锋线上缺乏像亨利这样有机动能
力的中锋，吉鲁之所以被调侃就是因为
和阿森纳以往的风格不是这么契合。切
尔西也拥有冠军班底，英超这个赛季的
格局看来强队如林，这也是英超为什么
好看的原因之一，在赛季开始时预测哪
支球队会夺冠非常困难。相比较而言我
个人看好曼城、曼联、阿森纳。而热刺虽
然很强，但他们没拿过冠军，因为做到
过和没有做到过在心理上有一些差别，
如果热刺拿了一个冠军真的是前途不可
限量。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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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偏心
解说员

点赞与挑刺
新一代体育解说员面临挑战

新英体育“头牌”英超
解说员金相凯的解说总给
人知识库浩瀚、球员教练
滚瓜烂熟之感，措辞又风
趣文雅，对英超的典故总
能随手拈来，从而受到球
迷的追捧。相比一众因为
在解说中过度表达个人情
绪而受到处罚的解说员，

作为一个曼联球
迷，金相凯在解说
中却让人看不到
有任何偏好，他
是如何做到这一
点的？

成都商报：你是什么时候进入足球
解说员的行列的？

金相凯：我大学毕业后是先在外贸
公司工作，有次电视台在招聘，母亲让我
去试试就考上了，大概第三名吧，成为了
浙江体育健康频道的主持人，第一场比赛
是1998年解说的：中国国青vs韩国国青。

成都商报：成都有很多新英体育英
超直播的球迷，他们都非常钦佩你的英
超解说，来过成都吗？

金相凯：事实上我不是来过成都，5
岁之前都住在成都，我父母都是知识青
年，当时就分配在成都科仪厂，5岁后才
回到杭州，算起来成都是我的第二故乡，
足球频道推广起来难度非常大，非常感
谢成都球迷对我的支持，希望我们的转
播能给球迷带来更多的快乐。可能大家
平时工作、学习都比较艰苦，需要有一种
方式来舒缓压力，我们也把这事当成一

种责任来做吧。
成都商报：你被誉为英超解说的“教

父”，你的解说总给人知识库浩瀚，球员
教练滚瓜烂熟之感，措辞又风趣文雅。我
们都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金相凯：主要是靠平时的积累吧，足
球知识不是一下就能补起来。我看球比
较早，1982年吧，我7岁左右，当年法国被
淘汰的那届世界杯，外公当时在上海，他
带着我看球，而我外公是个球迷，我的足
球兴趣就是他培养起来的，当时电视在中
国还非常罕见，我父母是浙江大学毕业
的，就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到现在我的
印象都非常深刻，电视开机那天，整个胡
同的人都跑过来看，围着电视说，“这是
什么玩意？”有了电视，看球赛的机会更
多了，做到这步和平时耳濡目染分不开。

成都商报：为了一场比赛的解说，赛前
你会做多久的准备？都会从哪方面下手准备？

金相凯：其实我随时都在准备，比赛
每天都会看，还有各种各样的新闻，当然
会特别针对将要解说的比赛，再把一些
平时资料收集确认，然后英超官方也会
有一个数据包，通过这些数据包进行一
些考证。

成都商报：在你之前，詹俊的英超解
说是最受球迷推崇的，怎么评价同行的
解说？詹俊的解说风格和你有什么异同？

金相凯：詹俊非常好，是非常敏锐的
一个人，因为我和他没有搭档过，平时交
流不是很多，他是 1997 年开始解说，我
是 1998 年从外贸公司出来后开始解说
的。我们之间的异同我说不了，球迷说比
较合适。

成都商报：你个人最推崇的国内体
育解说员是谁？为什么？

金相凯：因为工作的关系，平时很少
有机会听别人的解说，但最让我推崇的
是李元魁，他现在 80 多岁了，但他每说
一场球对每个球员的特点、名字、甚至以

前的经历都烂熟于胸，我觉得非常非常
不容易，所以我的职业态度也受到他的
影响，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提到，像李老这
么敏锐的一个人，像我们这样的后辈有
什么借口能不努力呢？

成都商报：本周于大川老师因病去
世了，你是否听过他的德甲解说？于老师
那种幽默风趣、博大精深的解说风格是
否和你现在的风格有类似之处？

金相凯：当然听过，但风格不敢说类
似，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比较早，从中央
电视台开始做德甲、意甲的转播，他们这
一代做解说相当不容易，因为那时候没
有互联网，他们了解资讯的手段和现在
这个年代完全是天壤之别。

成都商报：你个人是英超哪支球队
的粉丝？在解说中，如果这支球队出现，
你会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吗？

金相凯：我的倾向可能大家都知
道，是曼联。我从来没有偏向性，通常
网上的球迷对我评价就是比较公正，
听不出有什么偏向。因为我觉得作为
一个足球解说员，公正、没有倾向性是
最重要的一点，当你真正把解说当成
一个职业、解说一场比赛的时候，在生
理上，会让你进入种特殊的场景，这个
只有真正做过这个行业的人才知道，
在这种状态下和你平时看球是不一样
的，在这个二次元的世界里，还没有人
说我有什么倾向性。

成都商报：这几年解说员因一句话
或者用词不当受到处罚的很多，而人人
都有感情，你是如何看待解说员在解比
赛中带有个人情感这个问题的呢？

金相凯：解说员是新闻行业的一种，
在某种意义上，当你在做一场解说的时
候，就像是用嘴巴在写一篇新闻稿一样，
新闻稿有感情吗？我觉得新闻稿是不应
该有感情的，应该是客观、中立、冷静，就
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尽量不要用观点
去影响，只提供事实给大家参考，不能说
掌握了话语权就利用你的位置去影响别
人的判断。

成都商报：作为一名体育赛事解说
员，你觉得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呢？你认为
什么样的解说员才算是一名合格的解说
员呢？

金相凯：首先是要真实，因为体育解
说和其他新闻形式不一样，是根植于比
赛本身的二次创作，要求的是自己的本
能把比赛的精彩瞬间作出一个准确、生
动的描述，要求要有高于本身的一种联
想。如果没有真诚的态度，没有职业的敬
畏感，我觉得就很难做好。至于说其他的
技能，首先要了解足球本身的东西；第二
要了解人文、历史、文化这一系列知识，

甚至要了解音乐，因为音乐和足球有一
个共通点，都讲究节奏、韵味，足球就像
音乐般的运动。和艺术相关的形式多少
都要懂一点，还需要有修辞的素养，会有
助于帮助解说员把最想表述的东西表述
出来。而解说国外的比赛需要了解一些
语言方面的东西，至少英语要懂一点，在
英超的赛场上经常会有各式各样的标
语、横幅，有的是助威，有的是吐槽。我记
得有场比赛就出现了很多横幅，吐槽他
们老板是个懦夫，这也是个新闻热点，如
果不懂英语，解说员就没办法抓住这个
新闻。

“5岁之前都住在成都”

“解说员不应有倾向性”

“解说比赛就像用嘴巴写稿子”

“美女主持都非常努力”

金相凯（右）和他的搭档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