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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日日，，经洪都拉斯足协官经洪都拉斯足协官
方确认方确认，，此前效力于北京国安此前效力于北京国安
的洪都拉斯籍外援瓦尔特的洪都拉斯籍外援瓦尔特··马马
丁内斯因突发心脏病在美国去丁内斯因突发心脏病在美国去
世世，，年仅年仅3737岁岁。。瓦尔特瓦尔特··马丁内马丁内
斯曾两度效力于北京国安斯曾两度效力于北京国安，，被被
国安球迷亲切地称为国安球迷亲切地称为““小马小马
丁丁”。”。20072007--20082008赛季赛季，，小马丁小马丁
作为球队的绝对主力作为球队的绝对主力，，和队友和队友
们一起获得了一次中超亚军和们一起获得了一次中超亚军和
一次中超季军一次中超季军。。

1212日中午开始陆续有球日中午开始陆续有球
迷自发的在北京工体北门雕塑迷自发的在北京工体北门雕塑
下摆放鲜花下摆放鲜花、、球衣球衣、、围巾以示纪围巾以示纪
念念。。而下午开始北京下起了雨而下午开始北京下起了雨，，
为这场自发的纪念仪式增添了为这场自发的纪念仪式增添了
悲伤的气氛悲伤的气氛。。众多国安球迷向众多国安球迷向
俱乐部表示俱乐部表示，，应为小马丁举办应为小马丁举办
纪念仪式纪念仪式。。

小马丁曾于小马丁曾于20072007--20082008
赛季以及赛季以及20102010--20112011年两度年两度
效力国安效力国安，，他累计为国安出战他累计为国安出战
过过8181场联赛场联赛，，贡献了贡献了2727粒进粒进
球球。。20122012赛季赛季，，他曾短暂效力他曾短暂效力
过当时的中甲球队重庆过当时的中甲球队重庆FCFC。。

要求俱乐部预支奖金
“葛朗台”竟全部捐给灾区

当年小马丁效力于北京国安时，经常
回国参加洪都拉斯国家队比赛，而他总是
将妻子留在北京，为的就是省下往返的机
票钱。对此，队友们直接给他起了一堆外
号：“葛朗台”“吝啬鬼”等。但是在2008年5
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在了解到
具体灾情后，5月18日，国安俱乐部财务部
门破例同意提前支付给马丁内斯3000美金
的比赛奖金，因为小马丁要把这3000美金
捐给灾区。

据中国足球报等多家报道，3000美金
的捐款，也让马丁内斯超越崔鹏（2万人民
币）成为个人捐款最多的中超球员，但他
却连被曝光都不愿意，只是平静地说：

“灾难面前的中国人让我很感动，我只是
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其实，当时小
马丁内斯自己的生活负担很重，也是需要
赚钱供养一个大家庭，3000美金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据网易体育报道，还有一个故事不为人
知，当时国安的翻译范昆淼和小马丁关系很
好，小范是四川松潘人，老家距离汶川、茂县
都比较近，得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小范每
一分每一秒都心急如焚、如坐针毡。小马丁
知晓情况后，那个期间经常安慰小范，给了
小范很多开导。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13
日也联系上了范昆淼，后者表示在得到这个
消息后非常震惊，“年初去美国时还（和小马
丁）见了面聚了一下，谁知……”范昆淼表
示，自己到现在还不太能接受这个事情，觉
得太突然了。

曾当门童补贴足球学校
还计划回北京搞青训

退役后，小马丁在美国开设了一家足球
学校，以此来谋生，也将他对足球的热爱带给
了更多的孩子。2017年下半年，一位网友在自
己的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张与小马丁内斯的
合影。那时，他是波士顿一家酒店的门童。原
来当酒店门童只是他的副业，天气比较冷的
时候，不太适合训练，所以他就找了个兼职工
作。同时，在美国办业余足球培训收费少，他
刚好可以用这个副业来补贴自己。

随后不久，北京路虎俱乐部向小马丁伸
出橄榄枝，邀请他加盟，出战城市联赛。2018
年，小马丁与北京城市联队俱乐部正式签
约，出任俱乐部青训总监，负责精英球员培
训。就在不久前，他还通过翻译联系北京路
虎俱乐部，说会回到北京。可惜，球迷们没有
等到小马丁回来。

“向小马丁的家人致以最真挚的慰问。
愿天堂中也有足球，没有伤病。北京会一直
怀念你！”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在官方
公告中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唱民谣的女歌手千千万，如果说陈粒
把自己唱成了“男神”，那谢春花则是把自
己唱成了“女神”。这位毕业于浙江工业大
学翻译专业的95后女生，出道四年便发行
了四张专辑。8月25日，她的“无声叛逆”全
国巡演将来到成都华熙LIVE·528M空
间。近日，这位被誉为“95后现象级唱作
人”的女生，与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聊了
聊关于叛逆、音乐、未来的故事。

李宗盛曾对谢春花说：“你已经正式
进入这个行业，在被越来越多人所知时，
应该思考如何才能带听众往前走。”今年
24岁的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民谣歌手就只能唱民谣？

最近很火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
当中提及到音乐圈的“鄙视链”，说在这样
的舞台上民谣显得有些不受待见。高晓松
直言音乐类型没有鄙视链，鄙视的是每个
类型里的“臭大粪”。张亚东则表示：“民谣
就是土的，像布鲁斯也是土的，其实并不
是贬义词，只是说有来自特别原生的那个
力量，这个并没有好坏。”

在网易云谢春花的歌曲列表中，排在
第一位的《借我》，是她2016年发行的首张
专辑《算云烟》中的主打歌。3年时间，从当
时只有700多条评论的小众民谣，演变成
有18万条评论的流行金曲。出道四年，发
行了4张专辑，从最初的livehouse演出到
剧院型的演唱会，从几百名观众到上千人
场次的爆满，她将自己的音乐带到了全国
几十座城市，让越来越多的人听见这个时
代年轻人的声音。

这一次伴随新专辑《无声叛逆》举行
的同名全国巡演，谢春花也没有把自己局
限在民谣音乐的范围内。比如说那首《污
泥》，就是谢春花的尝试。“《污泥》这首歌
会更加倾向于摇滚一些，这张专辑里面的
每首歌的风格都不太一样。”

如果说以前谢春花的歌大多偏文艺，
现在她喜欢做更多的尝试，就像新专辑当
中还有一首《祝你狼狈》，就是谢春花第一
次有自己内心斗争还有小情绪在里面的
歌曲。“可以从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

者说直视自己内心的一些不足或者说是
之前没有提及过的、不够勇敢去提及的，
不够勇敢去面对的那一方面吧，所以就叫

《无声叛逆》。因为这里的叛逆指的并不是
某一种行为举止的叛逆，而是一种坚持跟
一种无声的呐喊。”

李宗盛鼓励她带着听众往前走

谢春花的才华，在圈内有目共睹。她
的老板是袁涛，曾成功发掘并打造“羽
泉”、张靓颖、尚雯婕、陈楚生、姚贝娜等

知名歌手。签下了
谢 春 花 ，在 他 看
来，这个孩子虽然
小，但她的创作、
她 的 歌 词 有 超 越
她年纪的意境。

乐坛大哥李宗
盛，也是对谢春花赞
不绝口。他曾告诉这
位女生，“你已经正
式进入这个行业，在
被越来越多人所知
时，应该思考如何才
能带听众往前走。”
如今24岁的她，做好
这样的准备吗？“其
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两方面的事情，因为观众在进步，我也在进
步，我们每个人都在成长。当听众越来越成
熟，他们听懂的东西越来越多以后，也会明
白越来越多的东西。当然作为创作者应该
更加严肃地去对待这件事情，不能用一种
随意或者说吊儿郎当的心情去对待音乐。”

成长道路上，总会有磕磕绊绊。前不
久针对网友指责她抄袭，春花也做了硬核
回应。谈及此事时，她有超越年龄的成熟。

“其实我觉得，排解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要
太认真地去面对这些事情，因为很多时候
网络上的一些言论他们只是在发泄自己
的情绪，并不是对这个事实、对事情的真
相有多少的关心，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太
置身事内，对于一些非常偏激的评论，可
以不用去在乎。”

春花对于自己的定义是“不想把音乐
贴上任何元素的标签”，而从她的歌里也
确实能感受到，她真的如她自己所说，只
是一个普通的音乐人而已。问她“大红大
紫”和“永远不会被遗忘”会选择哪种状
态？她反问道：“这两种状态冲突吗？有很
多大红大紫的人就不会被遗忘呀。这两个
我都没有特别的感觉。”

的确，谢春花可能永远不会大红大
紫，但也永远不会被遗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李铭铭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欧豪：尽量减肥，想演暖男
电影《铤而走险》将于 8 月 30 日公映，昨

日，导演甘剑宇，主演欧豪、沙宝亮来到成都与
影迷见面。活动前，欧豪接受了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面对面专访，欧豪在片中饰演冷血杀
手夏西，台词非常少，是一个非常狠的角色，提
到自己的角色，欧豪有很多话要说。

电影《铤而走险》围绕小女孩“奇奇”的失
踪绑架案徐徐展开，修车行刘小俊（大鹏饰）、
亡命兄弟夏西（欧豪饰）、夏涛（沙宝亮饰）看似
不相干的几组人也逐渐被卷进这场“铤而走
险”的追逐中来。电影中，首度出演冷面杀手的
大反派欧豪，留着寸头，痞气十足，在电影中

“人狠话不多”。
记者：为了演夏西这个角色，做了哪些准备？
欧豪：夏西台词很少，整个电影不超过十

句吧。他更多的状态要靠情绪、眼神、动作去表
达，这个人物前期的铺垫比较多，如果不进入
这个人物的话，就很难从眼神或者肢体动作去
表达人物内心。

记者：听大鹏说你们俩拍完戏，每天都在
互相道歉？

欧豪：主要是我给鹏哥道歉，因为我打他
比较多，打耳光是真打，抽耳光那场戏拍了十
几条，抽的时候是挺过瘾的，但是特别愧疚。鹏
哥是特别敬业的，不会有任何怨言，反而他会
说不要有顾虑，我后来慢慢地看到他的脸被打
红了，越来越肿了。

记者：电影里的角色“人狠话不多”，生活
中的你话多吗？

欧豪：生活中不会像夏西那么极端，有时候
看心情，我的粉丝朋友们都说“在机场接机，我
的脸怎么那么臭”，有时候心情不好就不愿说
话，心情好的时候就愿意多说，开玩笑之类的。

记者：今后还想尝试什么角色？
欧豪：演个暖男，现在比较流行嘛。
记者：今年你主演的电影比如《烈火英雄》

《中国机长》集中上映，是故意攒到今年一起上
映的吗？

欧豪：这个我们也做不了主，就是踏踏实
实拍完每一部戏，我拍戏基本也不会干别的，
就一部接一部的，可能就集中到了这一年。

记者：你作品中的小人物演得特别好，在
这方面有什么心得吗？

欧豪：我自己本身也是小人物，这就是生
活吧，你的生活经历很重要，所有以前的生活
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我比较小就出来
了，16岁就去外面了，然后经历的每一件事，见
到的每一个人，都会让你心里有一个印象，当
你在饰演角色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情感的
带入。

记者：近期有什么目标吗？
欧豪：尽量减肥，最近胖了。现在就是踏踏

实实拍好戏，把尽量多的作品跟大家分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实习生 曹凤洁 摄影记者 孙琳

选择题，“谢春
花”和“谢知非”，你
喜欢哪一个名字？

或许，大多数
的选择是“谢知
非”，因为这个名字
更文艺一些。“春
花”，有没有苏大强
小保姆蔡根花的既
视感？

就连本尊也觉
得“知非”更文艺，
但她偏偏选择了
“春花”。“一开始申
请音乐人的时候，
并没有想用自己
的真名去当艺人
的名字，因为一开
始比较尴尬，怕被
身边的人或者家
里人知道自己在
搞创作，然后就选
择了自己当时取
得比较搞笑的一
个名字，然后逐渐
逐渐地事情就这
么发展下去了。”
谢春花笑着回答。

腾讯和网易
谁能突围在线音乐市场

昨日，腾讯音乐发布了截至6月30日的
2019财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财报。

报告显示，腾讯音乐第二季度总营收为
人民币59.0亿元，同比增幅31.0%，归属于公
司股东净利润为人民币9.27亿元，同比增长
2.5%。财报显示，在第二季度，腾讯在线音乐
付费用户人数为3100万人，与上年同期相比
增长33.0%，净增长人数为260万人。

而此前，网易也于8月8日公布了2019年
第二季度财报。其财报显示，网易云音乐、
CC直播和有道在线教育等被网易并为创新
及其他业务，这项业务合计净收入15.1亿
元。此前电话会议中，网易高管还公布了两
组数据：网易云音乐总用户数突破8亿，同比
增长50%，付费有效会员数同比增135%，但
并未公布具体收入数据。

同属音乐范畴，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
似乎正向着不同赛道延伸。腾讯音乐不断在
音乐付费、版权上发力，而网易云音乐的触
角正向社交层面探索。

腾讯音乐
付费用户3100万 营收59亿

版权一直是在线音乐市场的核心竞争
力。2014年和2016年，腾讯音乐分别获得与
华纳、索尼的版权合作，其准备用版权打造
音乐帝国的决心可见一斑。

以上腾讯音乐公布的财报显示，其在线
付费用户达3100万，同比增长33.0％，净增加
260万，这是自2018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大的
净增数。收入方面，腾讯音乐第二季度总营
收为人民币59.0亿元，同比增幅为31.0%；归
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9.27亿元，
同比增长2.5%。第二季度在线音乐服务收入
人民币15.6亿元，同比增长20.2％。

此外，腾讯音乐特别公开了第二季度在
线音乐服务的移动月活数——6.52亿人，与
上年同期的6.44亿人相比增长1.2%。而网易
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中，并没有具体的月活
数量，只提到网易有道的第二季度平均月活
数超过1亿人。

打造多元内容
腾讯在综艺等领域区别网易云音乐

对于付费用户与收入的增长，腾讯音乐
首席执行官Cussion Pang表示，第二季度业
绩受到在线音乐和社交娱乐业务的推动，

“我们通过与更多音乐品牌合作，以及添加
更多内容，包括以音乐为中心的综艺节目，
继续扩大我们的音乐内容领导地位。”

Cussion Pang也谈到了“联盟”对于腾讯
音乐的重要性。“我们加强了联盟，制作和发
行更多高质量的原创内容，包括我们在腾讯
的合作伙伴关系生态系统，为游戏、电影和
电视节目开发原创音乐内容。”

记者用腾讯音乐旗下最重要的移动端
音乐应用“QQ音乐”，与“网易云音乐”应用
上的音乐资源做对比，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QQ音乐除了拥有包括周杰伦在内的头部歌
手版权外，收录热门综艺节目的音源也是一
大亮点。比如，今年热门的音乐综艺《乐队的
夏天》现场音源就仅出现在QQ音乐上，网易
云并未获得版权。

“联盟”优势也可以从平台音乐素材上
得到体现。比如，腾讯音乐向整个泛娱乐产
业链展开深度合作，《明日之子》《创造101》
等多档热门综艺的音源就出现在QQ音乐
上，也与优酷搭档合作推出《这！就是原创》。

而网易云最早因为小众音乐人入驻、吸
纳小众音乐版权，被不少“硬核”音乐发烧友
喜爱。

网易云音乐深耕社交
或成差异化优势

虽然腾讯音乐在版权上发力，但其并没
放弃社交娱乐服务的尝试。

其财报显示，腾讯音乐社交娱乐服务的
移动月活数为2.39亿人，而付费用户人数为
1110万人，与上年同期的950万人相比增长
16.8%。在社交娱乐服务及其他业务收入方
面收入43.4亿元，同比增长35.3％。

记者发现，第二季度腾讯音乐在社交
娱乐服务及其他业务收入方面超在线音
乐服务收入近3倍，但腾讯音乐的社交服
务主要体现在在线K歌和直播业务两块，
对于其移动端音乐应用QQ音乐的社交依
赖并不明显。

长期使用QQ音乐与网易云音乐的用户
不难发现，后者的用户相较于前者社交粘性
较强、留言评论主动性较高，评论内容质量
也相对较高。网易云音乐率先抓住自己的社
交优势，对用户听歌习惯进行培养。其不但
在留言评论上用“同城”“点赞数”“精彩评
论”等标签吸引用户进行更多精彩评论，而
早已被大众熟悉的网易云音乐留言墙等事
件营销也是在用用户的情感述求与用户产
生联系，包括每一年的网易年度歌单也因走
心受到用户的喜爱和广泛转发。不少网友表
示，一首歌不去看看网易云音乐的网友评
价，“感觉像没听一样”。

今年6月，网易云音乐经历了一场长达
一个月的下架风波，7月重新上架的网易云
音乐重磅推出“云村”社区和“Mlog”功能，以
此表明其加重社交属性的决心，也借“Mlog”
增加平台的UGC产出。记者发现QQ音乐上
并没有类似“云村”的社交平台，不过其首页
的“一起听”栏目作为一个音频直播平台，也
兼具社交属性。

如何在中国在线音乐市场突出重围？至
少对用户来说，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的分
庭抗礼也许会孕育出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多
元化的服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成

小马丁，那个向汶川地震捐款最多的中超外援去世了

四川籍翻译：年初还见过面，谁知…

““无声叛逆无声叛逆””
谢春花演唱会即将来蓉

北京球迷昨日在工体悼念小马丁

小马丁曾在北京国安队效力

谢春花

《铤而走险》剧组昨日在蓉举行见面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