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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竞争对手，成全球第一房企；强力助
推里皮执掌中国男足，步入九月以来，恒大一
系列大动作让世人瞩目，并广为业内人士所
关注。10月26日下午，恒大集团第三届职
工篮球赛，在广州恒大御景半岛酒店运动中
心拉开帷幕，此次比赛由恒大集团工会主
办。在比赛中，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亲自
上场，率领由副总裁级高管组成的恒大高管
队对阵恒大工会篮球队。今年6月底，恒大
集团第九届万人运动会的篮球赛上，许家印
也亲自披挂上阵，其精准的投篮、灵活的跑位
和充沛的体能，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和喝彩
声。事实上，恒大集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职
工的文娱生活，经常组织团建活动，增强了凝
聚力、增进职工之间的沟通交流。

恒大强力助推
里皮执掌中国男足

最近几天，一则关于里皮出任国足主帅
的消息不胫而走，如同冬日的一股暖流，迅速

蹿红网络。被称为“银狐”的意大利名帅，曾
执教过中超豪门广州恒大，并率队获得过亚
冠和中超冠军——里皮再度归来。但不是熟
悉的恒大队，而是陌生的国足主帅位置。对
目前正处于低谷的国足来说，里皮的到来将

会激励球员的士气和斗志。作为前恒大队主
教练，里皮在天体受到了广州球迷热烈的欢
迎，意大利人重返天体，享受着球迷们的欢
呼。据悉，里皮出任中国足球国家队主教练，
所提出的执教条件是彻底放权给他，不希望

受到过多干预。
自从恒大投身中国足球以来，无论是资

金投入还是足球青训体系建设，无论是俱乐
部管理还是球队比赛成绩回报，许家印为中
国足球所做的一切创新，均体现出一股与时
俱进的改革力量。同时，里皮出任中国国足
新帅，是中国足协一次顺应民意、与时俱进的
主动求变，聘任模式对中国国足来说也是一
种尝试。今年10月22日，在恒大积极推动
下，里皮同意出任国足新一届主教练，并在
恒大中心与中国足协签约。值得注意的是，
恒大足球学校聘请里皮及其团队担任顾问
团队，年薪1550万欧元，任期到2019年1月
底，实质上承担了里皮及其团队执教国足的
绝大部分费用；恒大推荐里皮并出钱、出力、
出人，其主要目的是足协彻底放权给主教
练，促进国家队的管理模式改革。值得注意
的是，经过三方的努力，使里皮执教国家队
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形成了足协主席领导
下的主教练负责制，将促进中国足协在国家
队管理模式上的重大改革。

重视职工文娱生活
组织团建活动增强凝聚力

10月26日下午，在恒大集团第三届职工

篮球赛结束后，谈及向中国足协力荐里皮出
任新一届国足主帅话题时，许家印称，里皮在
恒大执教时，恒大集团一直实施董事长领导
下主教练负责制，他到了国家队后也提出
来，在球队管理方面要有充分的自主权。“我
们推荐里皮，让出里皮到国家队去，前提也
是希望主教练到了国家队以后，足协在管理
上能给他很大的自主权，包括选择球员、技战
术训练、场上指挥等。里皮执教国家队，促进
了中国足协在国家队管理模式上的重大改
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此国家队的水平必
将大上台阶。”

对于进军篮球领域的议题，许家印坦言，
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等条件成熟吧。关于斯
科拉里续约后对恒大明年的规划，他说，

“我们明年还是希望能继续实现拿三个冠
军作为目标，亚冠冠军、中超冠军、足协杯
冠军，这永远是我们每年的目标。广东恒大
女排的目标是全力冲A，并拿下甲A冠军。”
事实上，恒大集团一直以来非常重视职工的
文娱生活，经常组织团建活动，增强了凝聚
力、增进职工之间的沟通交流。恒大集团
副总裁兼工会主席刘玉芝表示，9-10月，恒
大工会相继举办了职工羽毛球赛、乒乓球赛、
棋牌赛。

雷朋

许家印登场集团职工球赛 恒大未来或进军篮球

NBA总冠军戒指，每一款都要经过
75到100人的手工劳动，而每个制作过
程所耗费的时间平均要在10周左右，总
冠军戒指类似奖杯一样的荣誉，总冠军
队的队员不论主力还是替补或者教练，
人人有份，NBA总冠军戒指都各有特
色。

刚刚出炉的NBA总冠军戒指可谓
是处处有心机，高级定制版，也就是球员
教练等人获得的戒指重量堪称史上最
重。重量高达165克，由10K的白金和
14K的黄金制成。这枚戒指的个头儿实
在是太大了，以至于都可以遮住球员们
的半只指头。想象一下，在一只指头上
戴一个重达3两多的戒指，那是得多么

壕的人才能办得到！
除了一颗重达一克拉的独钻之外，

还使用了 400 颗算钻，配以一个C的
LOGO，象征着克利夫兰的首字母。在
戒指的正面使用了100颗钻石作为背
景，象征着骑士队在本赛季获得了他们
在季后赛的第100场胜利。

另外，设计师还用碎钻拼出“冠军”、
“世界”等字样，共使用了216颗钻石，而
216也是克利夫兰的地区代码。戒指的
侧面除了2016的字样外，还有克利夫兰
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最妙的是底部，3
颗钻石和4颗红宝石，排列的顺序正好
是上赛季NBA总决赛克利夫兰赢球的
顺序。

正如中国棋迷们所言——唐韦星，这
个贵州籍的世界冠军有一个大脑袋，同时
也有一颗大心脏！第八届应氏杯世界职业
围棋锦标赛26日在上海落幕，五番胜负的
决胜局，唐韦星顶住开局不利的巨大压力，
中后盘完美逆袭，最终执黑以5点的较大优
势击败韩国朴廷桓九段登顶，笑纳40万美
金大奖。

这是中国棋手第三次摘得应氏杯，这
是韩国第一人朴廷桓四年间第二次屈居亚
军，这也是世界棋坛的第101个世界冠军。
至此，唐韦星也成为继柯洁之后，第二个冲
出“一冠群”的中国棋手。

局后，唐韦星谦称：对手输在心态上，
因为“他的棋各方面都要比我全面”，至于

自己的突破，唐表示：“本来在下决赛之前，
我觉得如果我能拿下应氏杯的话，在中国
棋手里，感觉还算不错。但是最近看柯洁、
芈昱廷、黄云嵩他们的棋都太厉害了。这
次虽然夺冠，但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中
国的高手实在太多了！”

而成都棋院副院长、老一代“西南王”
宋雪林九段通过网络观战后，不胜感慨，在
接受华西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无
论综合实力，还是网络虚拟押分的赔率，
这个结果都是比较意外的。毕竟唐韦星
前一段的等级分还只是中国的十名开外，
但他这次夺冠，就证明了世界大赛决赛，
不仅要比技术，还得比心态。”不过，宋九
段认为，“心态这东西，说起来有点虚，结

合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用数据说话比较
实在，朴廷桓在围甲联赛和其他比赛中，
去年以来很少输棋，但是应氏杯他就输

了，而且是连续两届亚军，这就是真实的
数据，也就是他和当年李昌镐之间的某种
差距吧。”

“对职业棋手来说，比赛机会越来越
多，但是真正的、关键的机会，可能一生只
有一两次。比如我们四川队的党毅飞，当
年一飞冲天般杀进世界大赛决赛，结果对
阵实力并不是特别强大的韩国棋手白洪
淅，连输两个半目……如果他当年抓住那
个机会，可能后来的路就是另一番风景
了。今天的比赛也是这样，我认为，尽管朴
廷桓非常之强，但他已经错过了那个很可
能决定他将来心态的，关键的机会。”宋雪
林最后说。

华西都市报记者 贾知若

在民谣圈，为一座城市或者地标创作一
首歌并不罕见。音乐圈内人士表示，关于城
市的歌曲能够引爆出许多情怀话题，大家在
这首歌里找到了各自的共鸣，因为一首歌，爱
上一座城。比如，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
痛仰乐队的《安阳》、郝云的《去大理》等等，都
很受歌迷喜爱。

民谣歌手唱情怀
都爱为城市写歌

“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
街头走一走……”赵雷的《成都》早在2014年
就已经创作，去年“我们的时光”巡演上曝光
过这首歌，由于大家的喜爱，这首歌更逐渐变
成了赵雷演出现场的“大合唱”曲目。

其实，不少受欢迎的民谣歌曲都爱以某
个城市或城市的地标作为创作主题，也与创
作者的亲身体验息息相关。赵雷2007年第
一次来到成都，一下子就爱上这个富有生活
气息的地方，而后有了《成都》的创作灵感；李
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是他刚刚大学毕业，
在网上认识一个女孩，跑到了郑州寻找他的
爱情，写下这首歌；郝云则将他自己在大理旅
行中的经历和情感，写成了《去大理》……

四川男篮的
CBA总冠军戒指长啥样？

暂时不知道

NBA 总 冠 军 的 戒 指 都 发 了

本周六，四川男篮将会在省体迎来新赛季的揭幕战，而且在赛前四川队将会获颁上赛季CBA的总冠军戒指。
而北京时间10月26日，NBA常规赛揭幕，骑士队主场117：88击败尼克斯队，但真正让速贷球馆成为欢乐海洋的，却是赛

前颁发总冠军戒指的那一刻——
J.R.史密斯激动落泪，因为他从遭人嫌弃的更衣室毒药变成了拥有总冠军戒指并拿到千万年薪的球员；詹姆斯也在落泪，

因为他戴上了职业生涯第三枚总冠军戒指；特里斯坦·汤普森则更新了个人主页并晒出戒指：“它看起来比我想象中的更好
……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刻之一。现在我只想再这样来一次。”

一枚总冠军戒指，究竟有多大的魔力？

唐韦星豪取应氏杯
“西南王”点评——心态是虚的，数据是实的

本周六，四川男篮将会在省体迎来新
赛季的揭幕战，而且在赛前四川队将会获
颁上赛季CBA的总冠军戒指。虽然到目
前为止，关于CBA总冠军的戒指还没有
被曝光，淘宝上已经出现了神奇的事情
——四川男篮总冠军戒指的仿制版。根
据商家给出的图样，戒指呈方形，上方刻
有CBA的字样，下方刻有冠军的英文，中
间 是 四 川 男 篮 的 LOGO，其 中 蓝 鲸
WHALE的字样是红色的。在底部镶嵌
着几十颗钻石。

不过，根据记者获得的消息，四川男
篮将要获得的戒指并没有那么的豪气。
上赛季的CBA总冠军戒指是以18K的白
金制成，配以12颗小小的碎钻，具体的模
样要到29日颁奖典礼上才能揭晓。

至于已经离开球队的两名球员贾诚
和于澍龙如何领取戒指，四川男篮负责人
表示，贾诚的戒指将会在山东男篮来四川
进行客场比赛时颁发，届时很可能会在省
体进行一个小型的颁奖仪式，颁发戒指并
感谢贾诚在上个赛季为四川篮球做出的
贡献。而于澍龙由于目前并没有确定加
盟哪个CBA的球队，因此他的戒指很有
可能将会被快递到他的手中。

华西都市报记者 闫雯雯

尽管还没有公布这枚戒指的价格是
多少，但从重量以及使用的钻石来看，比
起之前几个赛季的戒指，其豪华程度有
过之而无不及。

实际上，一开始NBA总冠军的戒指
设计比较简单，个头儿也比较正常。早
年的说法是一枚戒指的制作成本大约
7000美元，不过后来戒指的制作成本越
来越贵。2011年小牛夺得总冠军，库班
花了140万美元为小牛上下打造总冠军
戒指，除了15名球员外，另外还有20位
教练和工作人员获得了戒指，每枚戒指
的造价大约4万美元。

上赛季勇士的戒指制作精美，镶满
了闪亮的钻石，内部还镶嵌了一枚价值

昂贵的蓝宝石。勇士的戒指由著名珠宝
设计师杰森·阿拉什本设计，球队没有公
布造价，但是有专业人士对戒指进行了
估价，高级版的成品价值在100万美元。

当然，工作人员的戒指就没有那么
贵了。他们的戒指通常是一个不带钻石
的仿品。今年活塞的一名工作人员拍卖
了2004年活塞夺冠时的戒指，价格为
3550美元，这是普通款戒指。而当年活
塞高级版的戒指价格要几万美元。

骑士队老板今年也豪爽地撒了100
多万美元，为球馆的每一位员工颁发戒
指，清洁工、售货员都能拿到戒指。据统
计，骑士创下了一项纪录，成为颁发戒指
最多的总冠军球队。

冠军戒指有多重含义

骑士老板发千枚戒指

贾诚将在省体领戒指

许家印接受媒体采访。

置之死地而后生，唐韦星果然拥有大心脏。

歌曲越是接地气
越有机会成为爆款

不少钟爱民谣的歌迷表示，喜欢的是民
谣里说的故事和表达出的感悟。赵雷的《成
都》虽然写的是成都这座城市，却得到全国各
地歌迷的喜爱，音乐制作人钟先生告诉记者，
关于城市的歌曲能够引爆出许多情怀话题，
大家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各自的共鸣，因为一
首歌，爱上一座城。

作为为成都写歌的代表人物，谢帝用川
话RAP写出了《就爱呆到成都》、《北门扯把
子》等很多极有地域特色的歌曲，最新的歌曲
《堵起》在网上成为热搜，还被张靓颖相中签
入自己的公司面向全国发展。对于走出成
都，谢帝非常有信心，他直言，接地气的音乐
很能引发共鸣：“就算很多人不会说四川话，
但看到歌词，再听到歌曲，都会get到歌曲想
表达的点，音乐本就没有地域和语言的障
碍。” 华西都市报记者 伍翩翩

小众歌手受推崇
从地下唱到体育馆

过去在音乐圈里曾有个这样的说法——
弹琴穷三代，民谣毁一生。业内人士向记者
透露，如果没有被大家广泛知道的民谣歌手，
做一个小型演出收入不足千元，很多还是有
工作的，唱歌只能当做兼职。但近几年民谣
歌手的发展势头渐猛，以马頔、宋冬野、赵雷
等为代表的民谣生力军不仅单曲专辑演唱会
频出，宋冬野之前更展开过百城巡演，用赵雷
的话来说，演唱会也“从地下通道唱到酒吧，
从livehouse唱到千人剧院，再到如今的体育
馆。”

据记者了解，赵雷的成都演唱会门票销
售一路飘红，现在仅有两档门票略有剩余。
与此同时，民谣歌手也从大家口中的“小众歌
手”逐渐走向更大众的视野，除了歌迷的追
捧，圈内人也不掩饰对民谣的喜爱，李宇春、
谭维维都曾翻唱民谣，而刘欢则称赞赵雷的
《画》是“最美歌词”。

詹皇展示自己的第三枚总冠军戒指。

骑 士
队的总冠
军戒指。

《成都》翻红
刷爆朋友圈
为什么民谣歌手
都爱为城市写歌？

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
你……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
的门口。”赵雷和他创作的《成都》，近两
天刷爆了成都的各大网站和朋友圈。
据记者了解，虽然这是一首2014年的
老歌，但里面各种成都元素让歌迷们倍
感亲切，也因为赵雷即将举行的巡演成
都站，再度蹿红。

“

四川男篮的总冠军戒指长什么样？估计哈达迪也在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