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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一名叫黄雨齐的小学六年级学生走红网络——在“富力杯”广州市
第五届中小学生联赛的小学组决赛中，12岁的他以一脚天外飞仙的任意球攻破
对手的大门，还力助球队逆转取胜、夺得“富力杯”小学组冠军。破门视频在社交
网络上迅速疯传，包括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和新华社等中央媒体都为其点赞。

本周二，富力俱乐部方面给他一个意外“惊喜”，让队中球星卢琳与黄雨齐
进行一个短暂交流，让同样出身江南二小的卢琳师兄为他送上鼓励，旨在为其
提供心理辅导。在接受采访时，黄雨齐的父亲表示，深知实现梦想并不容易，接
下来会保护孩子，希望“爆红”事件不会给他带来压力。

小学生轰出
惊天世界波

“作为家长来讲，自己的孩子有好的
表现，得到大家夸奖，当然是开心的事情。
但我们也很担心，这会不会对孩子成长产
生一些负面影响。”黄爸爸接受记者采访
时如是说，他表示不仅是国内的媒体及社
交平台，自己在国外的朋友都知道了黄雨
齐进球的事情，“有些朋友在英国、澳洲，
他们都说看到了这个进球，我觉得蛮意外
的”。黄爸爸表示，自从上周五打进进球之
后，他基本没让孩子看新闻，“不会告诉他
有相关的报道，因为不希望给他造成压
力，接下来也不希望有更多的采访”。

黄雨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接触足球，
最初是参加游泳扫盲班，展现出不错的胆
量和力量，让他“转项”足球，却是因为一
场足球比赛，“当时我带他去越秀山看一
场广州富力的比赛，具体对手是谁不太记
得了，看完之后孩子就说喜欢足球”。随
后，黄雨齐从燕子岗体校开始学足球，三

年级转校去广州市传统足球学校江南二
小。今年是黄雨齐第二次参加富力杯，也
是他第二次拿到小学组冠军。

黄爸爸格外关注孩子的健康问题，特别
是心理健康，“现在在梯队的训练很好，我们
不想送他去一些足校，是因为觉得那么小的
小孩，离开家庭不适合，富力这个平台很好，
可以走训，一点也不影响。小朋友在家的话，
饮食方面也可以有一个较好的监管。”

对于孩子未来的期望，黄爸爸表示自己
小时候也练过田径，因此深知运动员的道路
并不好走，“以前我们那个年代父母都不赞
成搞体育，认为没出路，而现在的小孩很幸
福，生活说不上多好，但没有压力，只要开心
快乐、找到自己喜欢的，我们都会支持，也想
他有美好的回忆。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可
以当是一个梦想，如果要实现，只能不断去
努力。希望他能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坚
持，那就足够了。” 特约撰稿 王诗乔

热爱游戏的你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也可以登上职业电竞的
舞台？

披荆斩棘，无所畏惧，为的是
能够站在聚光灯下，共聚荣辱，致
敬荣耀！

王者荣耀是一款风靡全球的
即时对战手游，2018年8月26日，
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上，中国队
勇夺王者荣耀国际版（AOV）表
演赛的金牌，这也是亚运会历史
上第一块属于电竞游戏的金牌，
亚运电竞赛场上，首次升起中国
国旗五星红旗，第一次奏响中国
国歌！参赛选手万分激动，泪洒现
场。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和人民日
报官方微博相继报道了这值得骄
傲的一幕！

群雄逐鹿，争霸蜀地，第七届
王者荣耀城市赛·四川省成都站
海选赛在仁和新城购物中心火热
开战！

王 者 荣 耀 城 市 赛（简 称
KOC）是线下移动电竞赛事，始
终坚持实行零门槛报名准则，只
要热爱移动电竞，对《王者荣耀》
有激情的玩家均可参与比赛，一
起寻找城市的记忆，使电竞梦想
触手可及！

第七届王者荣耀城市赛从

今年4月持续至10月底，贯穿全
年，并由以往的每年两届改为每
年一届。这意味着对召唤师们而
言，今年的参赛机会将聚集于本
届城市赛，非常难得！作为第七
届王者荣耀城市赛·四川省成都
站海选赛首战之日，召唤师们一
大早就占领了比赛场地，有条不
紊，蓄势待发！

在本届城市赛中夺冠的队
伍，不但能够距离自己的电竞之
梦更近一步，还能与代表城市以
联名的形式定制为游戏内的“限
定版头像框”，致敬王者，为城市
荣耀而战！

赛现场除了80多支信心满满
的参赛战队，还有高颜值的观赛
亲友团。

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四川省
成都市举世无双、成都诗和远方
等八支战队力克群雄，成为各小
组的霸主，成功获得参与本次海
选赛决赛的资格，同时各支战队
对于自己的实力也十分自信，纷
纷喊口号为自己加油助威。

战鼓擂动，烽烟再起，为了争
夺最终的荣耀，各支战队必将发
起最勇猛的冲锋，最终的荣耀将
会花落谁家呢？聚焦仁和新城，共
同见证荣耀时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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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昊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087510， 财务
章编号5101008087509， 陈富法
人章编号5101008087511， 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008566989，均
遗失作废。

●成都皓峰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245037128遗失作废。
●成都市双流区星月药房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双流航空港支行
开户许可证， 账号5105011020�
3400000007， 核 准 号 J6510093�
227301， 编号6510-02891369，声
明作废。
●绵阳辉鹰广告有限公司遗失
双流万达广场开具履约保证金
收据 （票号0001990金额壹万
元），现声明作废。

●黑龙江省安装工程公司四川分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51902627)遗失作废。
●成都跨世纪网络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C6YU99B） 经公
司股东会研究决定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10000万元减少至1000万
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
日起45日内，来本公司申报债权
债务。

●成都市佳欣佳物流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9518586， 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09518589，昝
雄法人章编号5101009518591，
均遗失作废。

群雄争锋，王者称霸
——第七届王者荣耀城市赛在仁和新城火热开战

当地时间28日，西班牙警方
展开了一场代号为“家园”的突击
行动，搜查了西甲韦斯卡俱乐部
的办公室。以涉嫌操纵比赛为名
逮捕了数名西甲、西乙俱乐部的
现役和退役球员及工作人员。

据西班牙《阿斯报》等媒体消
息，被捕的球员中包括前皇马球
员劳尔·布拉沃、几周前刚刚宣布
从巴拉多利德队退役的博尔哈·
费尔南德斯、拉科鲁尼亚球员伊
尼戈·洛佩斯等。其中劳尔·布拉
沃被认为是与操纵比赛有关的小
集团的头目之一。韦斯卡俱乐部
主席奥古斯丁以及俱乐部的医疗
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被逮捕。

到28日下午为止，共有9人被
捕，其中6人在录口供后仍在羁押
中。西班牙警方认为，本赛季最后
几轮的比赛中，至少三场西甲比
赛有受操纵的痕迹。此外西乙和
西丙也有数场比赛受到影响。

主力中卫退役之战疑似放水

据 西 班 牙 媒 体 透 露 ，
2018-2019赛季西甲最后一轮瓦
伦西亚客场2比0战胜巴拉多利德
一战或是遭到操纵的比赛之一。
据《马卡报》报道，这次事件的导
火索正是这场比赛，这场比赛瓦
伦西亚2比0获胜且获得了下赛季
欧冠的资格，而客队的2个进球都
来自巴拉多利德后防线的严重失
误。这场比赛的赔率出现了异常，
西班牙职业联盟主席特瓦斯为此
向警方报案。

值得一提的是，周二上午被
逮捕的一位球员就是巴拉多利德
的主力中后卫博尔哈·费尔南德
斯，他在这场比赛首发出场。据

《马卡报》报道，这场比赛也是他
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值得
一提的是，巴拉多利德的主席正
是“外星人”罗纳尔多，博尔哈原
准备近日与俱乐部主席罗纳尔多
碰面，以确定自己退役后在俱乐
部内的工作岗位。

近日，罗纳尔多还接受了巴
西“体育机器”网站的专访。采访
开始前，罗纳尔多先领了奖。因为
他购买巴拉多利德成为球队老

板，被该网站评为2018年“年度最
佳国际案例”，他本人也当选“年
度最佳经理人”。罗纳尔多还表
示，下赛季开始前，巴拉多利德会
加大投入，买进更多的球员，争取
使球队的水平在新赛季上一个台
阶，而不会只满足于保级。就在本
月16日，由于球队提前一轮保级，
肥罗还请全队将士去地中海的伊
比萨岛度假并大吃了一顿。没想
到最后一轮比赛就出了问题。

降级球队莫名大比分输球

这次警方搜捕的重点球队韦
斯卡本赛季以西甲第19名的位置
惨遭降级，该球队在比赛中经常
莫名其妙地大比分输球，包括2比
8输给巴萨，现在看来并不是实力
差距悬殊这么简单。

这次“家园”行动被调查的比
赛包括两场韦斯卡的比赛。一场
是西甲第36轮，瓦伦西亚客场6比
2战胜韦斯卡的比赛，该场比赛瓦
伦西亚半场就已经5球领先。还包
括本赛季西甲第37轮，皇家贝蒂
斯主场2比1战胜韦斯卡的比赛，
该场比赛韦斯卡队球员在78分钟
染红，贝蒂斯在补时第8分钟绝
杀。以上三场比赛都存有“异常投
注”现象出现。瓦伦西亚俱乐部昨
天发表官方发表声明澄清无假球
现象，并称会采取适当的法律手
段维权。

据透露，被逮捕的球员和俱
乐部工作人员涉嫌与博彩机构勾
结，通过操纵比赛来非法获利。赌
球在欧洲是合法行为，但是足球
从业人员不得操纵比赛、以博彩
的方式谋利。西警方确认，目前

“家园”行动仍未结束，未来或将
有更多嫌疑人被逮捕。西班牙法
院将以团伙犯罪、洗钱等罪名对
涉案的嫌疑人提起诉讼。

在逮捕的人中，劳尔·布拉沃
最引人关注，他出自皇马青训营，
并曾经在皇马踢球6个赛季，为皇
马出场132次，打入4球助攻4次，
还是2001-2002赛季的欧冠冠军
球队的成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编译

本赛季三场西甲关键战役被操纵？

肥罗的球队涉嫌踢假球

黄雨齐成名背后：
每天加练任意球

“这几天很累，有很多采访，还
是有点害怕”，前天下午四点半，黄
雨齐来到拾号体育公园赴“师兄卢
琳之约”，在赴约之前，他早早地在
自习课上，把当天的功课做完了。

黄雨齐的身份除了是江南二小
的六年级学生，两年前他还进入了富
力06梯队，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足球
小将。在一球成名之后，在本周一，他
所在的区级教育局组织了20多家媒
体前往学校采访，性格腼腆的黄雨齐
在长枪短炮下显得十分青涩。

周二与卢琳切磋的时候，他很
专注，也很愉快。但在接受采访时，
他又是一脸严肃的样子。在上周打
进那脚惊天任意球后，网络上有不
同的声音，有人认为黄雨齐那一脚
不过是幸运。事实上，这一脚的“幸
运”，是他背后日积月累的付出。再
谈及那粒进球时，黄雨齐已经没有
了当天的兴奋感，“我平时都会早早
地来到训练场加练任意球，以及颠
球，大概20分钟左右，主要是找找球
感”。据了解，去年吉尼斯举办了一
项校园挑战赛，黄雨齐一分钟最多
颠球134个，拿到正脚背颠球一等
奖，广州名宿胡志军亲自颁奖给他。
黄雨齐的任意球破门经过多年的磨
炼，命中率已经高达六成，在江南二
小的校队里，黄雨齐主要负责左路
的任意球，因此才有了那一脚漂亮
的“爆红”破门。

平时黄雨齐都在拾号体育公园
与06梯队一同训练，然而这天基地只
有他一人，队友们都去内蒙古参加全
国青运会了，黄雨齐选择了富力杯，
黄爸爸透露称，“江南二小在富力杯
打到最后阶段了，校方很重视，虽然
青运会也是非常重要的比赛，还是全
国性的比赛，但作为毕业阶段来讲，
富力杯也很重要，不希望孩子留有遗
憾。”富力广州青训是使用日本校园
足球的教材，进入06梯队两年多，黄
雨齐表示很喜欢日式青训，“我们梯
队训练还是很有趣的。”

黄雨齐表示，自己将来的梦想是
希望成为职业球员，而卢琳勉励这位
小师兄一定要脚踏实地，刻苦训练，

“破门率六成还不够，要八成以上，才
可以算优秀，希望你将来能成为广州
出品的优秀球员。”卢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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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爸爸很担心：但愿不会影响孩子成长B

三年拿下1次亚洲冠军，两次亚洲亚军

蒙古篮球是怎么做到的？
蒙古篮球，你也许并不了解。但近年来在亚洲各项大赛中，他们屡屡创造佳绩，击败过约旦等强队，在亚洲

也属于二流强队。更值得一提的，是蒙古的三人篮球，在近日结束的2019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亚洲杯上，蒙古男
队在决赛中憾负澳大利亚，连续第二年屈居亚洲“亚军”，但他们可不是“千年老二”，在2017年亚洲杯上，他们
就一路过关斩将，甚至连克新西兰、澳大利亚双强，拿到最终的冠军，世界排名更是一度高达第十一位。可以
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蒙古队是世界级强队，实力甚至在中国队之上。

即使在五人篮球领域，蒙古也不是很多中国球迷认为的那样是一支弱旅，近年来在亚洲各项大赛中，他们
也是屡屡创造佳绩。那么，曾经的篮球“荒漠”蒙古，是怎样超越亚洲一干豪强，进而跻身世界3X3强国之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平均身高1米87
照样把亚洲豪强拉下马

蒙古篮球首次引起世人关注，是在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上，在这次大赛上，
平均身高只有1.87米，全队最高的球员
仅1.96米的蒙古队，上来就连胜中国香
港队和马尔代夫队，尽管1分小负科威
特，但接下来面对2011年亚锦赛亚军约
旦时，蒙古队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
他们最终83比74击败约旦，跻身八强。
尽管在随后不敌韩国和中国，但蒙古队
甚至一度把这两个强大的对手惊出一
身冷汗，并最终获得第8名。这届比赛之
后，蒙古篮球就已经摆脱“鱼腩”、“弱
旅”的标签，成为亚洲范围内一支值得
重视的球队。

而在这届亚运会之后，蒙古篮球似
乎被打通了“任督二脉”，他们一下子找
准了发展的方向，那就是三人篮球。2016
年世界大学生三人篮球锦标赛，蒙古队
获得亚军，2017年他们就再进一步，拿到
世界大学生三人篮球联赛总决赛冠军。
就在这一年的6月，国际奥委会就宣布三
人篮球成为东京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而就在这一年，蒙古三人篮球也达到了
一个巅峰，他们在随后的三人篮球亚洲
杯上，一路过关斩将，连克新西兰和澳大
利亚两大劲敌，成为亚洲冠军。2018年该
项赛事，他们在决赛中最后一秒两次罚
篮不进，最终1分憾负澳大利亚，而今年，
他们又一次杀进决赛，但最终还是倒在
澳大利亚面前，屈居亚军。

尽管在国际篮联的五人制篮球排
名上蒙古队有些靠后，但在三人篮球排
名上，蒙古队却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劲
旅，他们一度排名高达第11位，最新排
名也是第20位。

1994年就有联赛
也有前NBA外援加盟

值得一提的是，蒙古从1994年
开始就有全国篮球联赛，叫MNBA，
通常在1月到6月举行。这个联赛属
于业余性质，球队大部分都在乌兰
巴托，也因为是业余联赛，职业联赛
中花重金引进明星球员或者大牌教
练的事情基本不会发生，但他们仍
然会有美国外援。科比前队友、帮助
广东队夺得过总冠军的“死神”帕克
就曾加盟过蒙古联赛。

蒙古的篮球运动员都是业余
球员。以2014年参加亚运会的那
支球队为例，其中有银行职员、IT
经理、体育老师、医生和大学生。
他们平均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
个多小时，一般都是每天19点下
班后才能到篮球场训练。蒙古队
著名球星博尔巴特尔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我们打国家队比赛不会
得到任何薪水酬劳，只有以前我
效力过的一个俱乐部在联赛休赛
期时会给我一些薪水作为补助，
但这也只有一个俱乐部，其他俱
乐部是不会这么干的。”

众所周知，蒙古最强的体育项
目是摔跤，而篮球已经成为该国除
摔跤之外最受欢迎的运动。蒙古男
篮主教练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在蒙古，男人们都会自己做篮球
架，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要打篮
球，连牧区都随处可见篮球架。我
们甚至可以一边骑马一边打篮球
……”有数据显示，虽然整个国家
的人口只有294万，但在蒙古打业
余篮球的人却超过10000人。

斗志顽强
成为蒙古篮球的“绝招”

自从大洋洲双雄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加入亚洲篮球大家庭以来，无论
在五人制还是三人制领域，身高体壮
的他们一直都是亚洲各队难以逾越
的障碍，但蒙古队却能在三人篮球赛
场上与大洋洲双雄对抗，甚至战而胜
之。这其中的原因，跟三人篮球的特
点，以及蒙古队的顽强斗志有关。

四川男篮球员左朕年曾多次入
选过三人篮球国家队，他告诉记者，
三人篮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抗
性特别强，而且裁判的尺度非常宽
松。于是蒙古球员拼抢凶悍、对抗和
突破能力强的优势便开始发挥威力。
而且，三人篮球对体能要求很高，左
朕年表示，最多时候一天甚至要打三
场比赛，其间休息时间很短。但这些，
恰好就是蒙古球员擅长的地方。

在五人篮球赛场上，蒙古球员平
均身高比较矮的弱点会被无限放大，
但在三人篮球赛场上，这都不是问
题。中国篮协三人篮球部部长柴文胜
曾表示，三人篮球运动员的选择，基
本上是以二三号位球员比较多，攻防
两端比较平均，“像蒙古队，他们的身
高和体型都很接近，大概就是三号位
的水平。比赛里不需要过多地去组
织，就是打配合、一防一。通过分析，
你在单位时间里发起的进攻次数越
多，获胜的概率就越大。”

对于蒙古来说，发展三四人的三
人制篮球队，比建立一支一二十人的
五人制篮球队要容易许多。在该国火
热的篮球氛围下，挑选几名适合三人
篮球的球员并不是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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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雨齐捧杯

富力球星
卢琳与黄
雨齐

在仁川亚运会上，身穿白色球衣的
中国队战胜了蒙古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