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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四川品胜男篮被广
东队淘汰后，网上突然传言四川
队下赛季可能要聘外教，杨学增
帅位不保。回到成都后，杨学增
的电话就没断过，有抱不平的，
有担心他的，也有试探他想不想
换工作的，让杨学增有点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我也不知道这
样的消息是从哪儿来的，莫名其
妙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也感觉
非常奇怪。”杨学增这样说道，

“本赛季我们完成了赛季前定下
的目标，而且跟老板沟通得很
好，怎么就突然说我要下课？”

实际上，四川男篮与杨学增
签订的合同为3+1，目前合同期
都没有结束，而且周仕强与杨学
增之间的沟通交流很愉快，根本
就不存在换帅的说法。周仕强
也不止一次地表示对于本赛季
的成绩满意。下赛季两个人还
要“合谋搞事情”，让四川队开始
向着年轻化的方向发展。

在过去的几个赛季里，四川
男篮先后找来了优秀的球员孟达、

刘炜，两名老将在球队中也发挥了
传帮带的重要作用，但这远远不
够，杨学增还想要为四川男篮带来
一个辉煌的未来。“很多人在看着
我们，想着还会在本赛季招来怎样
的重量级选手，但我考虑的却是如
何让这支球队更加的年轻化，希望
能够在青年队伍中找到一些未来
能够为四川篮球做出贡献的球
员。”杨学增说，“我当初签约的时
候目标就是，在一两个赛季之内争
取打入季后赛，然后着手球队年轻
化的进程。”

实际上，四川男篮阵中还是
有一些年轻的球员，比如说本赛季
也曾经短暂出场的前国青球员左
朕年。另外，在青年队中也有黄荣
奇、张翰月这样的年轻人。杨学增
表示，今年夏天的集训将会沿袭去
年的做法，带上几名年轻球员考
察，“争取带上五六个年轻人，让他
们在夏训中跟着一线队伍一起练
一下，在能力上有所提高，争取让
他们进步得更快一些，在未来能够
获得更大的成长空间。”

当然，人气爆红后，惠若琪也
越来越多地亮相商业活动，上个
月还试水了综艺节目，对此，也有
声音质疑，对于这位新偶像，是不
是过度消费。特别是江苏女排在
总决赛第一场失利后，有球迷指
责蔡斌过于“迷信”惠若琪，在她
一传和进攻表现都难言出色的状
态下，依然全力依靠惠若琪。

在总决赛第一场打完之后，
惠若琪就在酒店房间接受治
疗。不得不让人对她的拼劲感
到钦佩。尽管输掉了第一战，但
惠若琪也写下了生日宣言，“要

好好总结，再接再厉。”而在接受
采访时，惠若琪也再度谈到了自
己对商业活动、综艺节目的看
法：“其实我一直明白，自己最重
要的身份是什么，自己的本职工
作是什么，我不会影响到自己的
训练、比赛。”

谈到下一届奥运会，时间说
远不远，说近也不近，那时惠若
琪也将29岁。“其实还是蛮遥远
的，因为还有三年，现在来说我
就是想做好每一天，每一天的训
练、比赛都尽最大的努力，其他
的事情以后再考虑。”

3月6日，四川品胜男篮在温江召开了总结大会，投资人周仕强、
董事长耿洁等与球队一起不仅总结了本赛季的得失，也展望憧憬了
新赛季的方向。

本赛季，四川队完成了进入8强的目标，周仕强在表示满意的同
时强调，满意并不代表满足，对球队的一些遗憾和不足，下赛季要下
决心予以解决。虽然本赛季才刚刚结束，但球队下赛季的建设问题，
已经摆上桌面。周仕强和主帅杨学增都有很多憧憬，结合在一起就
是四川男篮未来的发展方向。

四川男篮一边打总结一边憧憬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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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高水平的好选手 名人战决赛首局战罢

连笑治孤先下一城2016-2017赛季，四川男篮
闯入了季后赛，对于这个成绩投
资人周仕强是满意的：“这个赛季
对于我们定的目标，即便是经历
了那么多的困难，最终还是完成
了任务。虽然说到从总冠军到季
后赛，看上去是没有上个赛季的
成绩显眼，但是打入季后赛是非
常困难的，特别是一开始哈里斯
受伤，然后是刘炜受伤。在这样
的困难之下还能完成任务，说明
整个团队的氛围比较好，大家都
愿意付出。从教练到后勤再到我
们的球员，各方面都不错。还是
把很多困难克服了，进了决赛，
我对他们还是比较满意。”

满意并不代表满足，周仕强
认为整个赛季，球队还是有2点
不足：“第一点就是对于球员们
在管理上有不足，比如说哈达迪

的母亲来看他，给他做了伊朗口
味的饭菜，结果他没控制好自己
吃得有点太杂，造成了生病的情
况；第二点就是对对手不尊重，
好像说可以随便赢对方，思想上
有所放松，最后输了球，造成了
球队的被动。这就暴露出管理
有问题，我们对球队的约束和管
理上有问题。”

在新的赛季里，周仕强表示
肯定要提高管理水平，另外还要
引进一些高水平的球员：“今年我
们的重点引援目标是在4号位和
5号位，这两个位置上的引援起码
是中上水平或者是更好的水平。
然后在外援方面，我们在保有现
在基本配置的情况下，看看能不
能有更好的球员，比如说弗雷戴
特这类型的。我的想法是在
NBA选一个很好的球员来。”

发掘青年队的好苗子

让围棋照亮孩子们的人生。
是的，边远的四川盐亭县

玉龙小学里，从3月6日起，教
学楼三楼多了间小小的围棋教
室，叫“陈毅爱心围棋教室”。
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林建超将
军到场，主持了这次授牌仪式，
此后三年间，玉龙小学每年都
将获得由上海市应昌期围棋教
育基金会捐赠的，价值5万元
左右的棋具和书籍。

名人战首局，棋枰上硝烟
弥漫，上午观战室却突然变得
冷清，究其缘由，一众棋圈人
士和媒体记者们都赶赴玉龙
镇了。名人战乃大事件，爱心
围棋教室，同样也是大事。

现场的情景令人感动
——数百小学生在操场上排
列整齐，且歌且舞《感恩的
心》，而校门口，乡亲们围观的
阵容庞大，即使站在远处，你
也能感受到那些目光的热切
程度。这所小学素有体育训
练的传统，只不过，排球场、足
球场都是水泥地面或碎砂石
地面，比之城市里的学校体育
设施，简陋到了极致，不过，历
年的区级比赛奖状，依然挂满

了学校的荣誉墙。有时候，超
常努力的孩子们总是能创造
无数你预想不到的可能。

职业棋手陈盈初段也来
到教室里，给初通围棋的孩子
们讲起了最基本的定式，至少
对于围棋术语，孩子们是熟悉
的，他们争相举手回答问题
后，陈盈初段总是给予最高等
级的鼓励。一位业余3段的8
岁小棋手在训练赛中落子如
飞，立即引来了林建超将军的
关注，“小姑娘，下得不错！”林
将军说。岂料孩子不买帐，嘟
着嘴强调：“我是男生，我是男
生！”引得大家都笑了。

末了，合影之际，一脸稚
气的业余3段成为距离将军
爷爷最近的幸运儿。“下围棋，
让你更聪明；下围棋，让你更
坚强；下围棋，还可以让你更
快乐。”林建超将军朗声说道，
台下那些孩子们，睁大了好奇
的眼睛。

也许这一刻，围棋才真正
走进了中华母亲文化之都、嫘
祖故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贾知若

玉龙镇里，
从此多了间“陈毅爱心围棋教室”

作为中国女排队长，
惠若琪的人气火到爆，也
是本赛季女排联赛最受欢
迎女球员的“票王”。3月4
日是惠若琪 26 岁生日，而
这一天正好是全国女排联
赛总决赛第一场。很多球
迷感叹，拥有惠若琪、张常
宁、龚翔宇的江苏女排将
开创中国女排联赛的新王
朝，但让惠若琪有点难受
的是，江苏女排不敌浙江
女排，总比分0:1落后。

“90后”偶像，也有女排精神
本周末，元气少女惠若琪出

现在上海，分享她关于运动创造
力的体验，职业生涯经历了肩部
脱臼、心脏手术，一度无缘女排
世界杯的她，曾让很多球迷担心
无缘继续在赛场征战，谁知道，
她还是坚强地选择复出、选择继
续，并且以队长身份带领中国女
排在里约奥运会登顶。

成为奥运冠军后，惠若琪的
人气可谓爆棚，有媒体称她为中
国“90后”人气天后，的确，在网

球大满贯球星李娜退役后，还
没有一个女运动员的人气能和
惠若琪相比。对于人气这个问
题，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时，惠若琪很谦
虚地说：“其实我只是沾了中国
女排的光，大家对我的喜爱其
实是对中国女排的喜爱，我始
终只是中国女排的一员。”

不过，让惠若琪感到欣慰
的是，作为“90 后”的年轻偶
像，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别人对

“90 后”标签的误解。“其实以
前很多人对于 90 后运动员还
是有误解，甚至我自己都有，
但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别人看
到了我们 90 后的另一面，我
们在训练中也很能坚持、吃苦
耐劳，我们也在传承女排精
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身上也没
有丢，我们也希望能展现更多
的正能量，只是平时私下的生
活中，我们更愿意释放真实的
自我，更愿意和时代接轨。”

人气爆棚，但本职工作最重要

新赛季人选
老板瞄准NBA
主帅紧盯新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实习生高昊焜

元气少女惠若琪谈人气元气少女惠若琪谈人气

我只是沾了
中国女排的光”“

“嫘祖杯”第29届中国围
棋名人战总决赛三番棋首局
6日在四川盐亭县结束，卫冕
名人连笑八段执白治孤成功，
中盘击败挑战者周睿羊九段。

首局，换了新发型的周睿
羊提前到场，而卫冕者连笑当
时还在早餐，掐着点赶到，猜
先结果，周睿羊执黑先行，迅
速布下了最近非常流行的

“星·小目大飞守角”布局，以
至于下午讲棋的刘菁八段总

结：随着“阿法狗”的出现，
“星·无忧角”正在逐步退出一
线职业舞台……

执白的连笑贯彻先捞后
洗的战术，实地迅速领先，作
为代价，中腹和上边两条大龙
需要承受黑棋的猛攻。在激
斗过程中，从结果来看连笑的
算路更精准一些，大龙成功突
围，而黑方宁为玉碎，钻入左
上角殊死一搏，至第160手，
黑棋左上“敢死队”气短被全
歼，胜负立判。

3月8日，嫘祖杯第29届
中国围棋名人战总决赛三番
棋将进行第二局比赛，“人间
阿法狗”周睿羊继丢失LG杯
世界棋王战冠军之后，如今在
名人战决赛中也是背水一战
了。从本届起，名人战决赛改
为三番棋，冠军奖金提高到了
20万元人民币。次局比赛，
已赶到盐亭的棋圣聂卫平和
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将联
袂现场挂盘讲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贾知若

剧中盗用昆曲选段

微博名为“谢半仙”的网
友指出，该剧第57、58集，各
有一分多钟的侵权声音。“当
时，剧中主人公正在类似于酒
楼的地方吃饭，一楼的戏台
上，演的就是昆曲《牡丹亭》，
而剧中响起的昆曲唱腔，清晰
可闻，就是单雯唱的《牡丹亭》
选段没错。”该网友同时表示，
此事要通过法律渠道维权。

话题引爆网络后，有粉丝
表示，昆曲能进入《三生三世》
这种大制作里要偷着乐。也
有粉丝表示，其实电视剧帮昆
曲扩大了知名度。甚至有粉
丝在单雯微博下留言攻击她

“借机炒作”。当然，更多的网
友对此表示愤怒，并支持昆曲
维权。部分戏迷发声质疑，

“传承了六百年之久的昆曲艺
术，怎会需要这样的炒作？”

剧组致歉承认侵权

针对这一侵权事件，《三
生三世十里桃花》剧方也迅速
做出反应，表示通过网友得知
此事后，已第一时间展开调
查，“经调查发现，确实由于后
期工作人员的疏忽，擅自使用
了来自网络的一段音乐。”

对此，剧方感到非常抱
歉，表示已经严肃处理了相关
负责人，并已经主动联系上昆
曲的演唱者本人，积极诚恳地
与对方道歉和沟通，目前正在
和对方确认版权事宜，以便展
开后续工作，弥补给该昆曲版
权方带来的损失和影响。

“昆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文化瑰宝，我们对于昆曲艺术
以及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抱
有极大的尊重，对于这次的失
误肯定会以此为戒，再次向因
此事而受到影响的各方真诚
道歉，也特别感谢各位观众的
监督和提醒。”

版权意识还需加强

如果不是《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这么火爆，可能压根也
不会有人注意到剧中转瞬即
逝的昆曲唱段，可想而知，类
似涉嫌侵权的行为，在影视作
品中有很多，只是平时没被关
注到而已。面对肆无忌惮的
侵权行为，大部分音乐人都无
力反抗，只能喊着“音乐活该
不值钱”，但却很少有人听到
他们的声音。

不久前，《弯弯的月亮》词
曲作者李海鹰发文指责某节
目侵权，与此同时，高晓松也
发微博表示，作为版权所有
者，张杰演唱的《默》也没有得
到他的授权。但不同的是，高
晓松很快得到了节目主办方
的道歉并进行了补授权，但是
李海鹰却迟迟没有等到对方
的答复。最近，《寂寞是因为
思念谁》词作者沈庆等人起诉
另一档电视节目未获授权使
用歌曲，索赔数百万，法院已
开庭，正在审理之中。

对于音乐使用者而言，尊
重音乐版权应该成为法律和
道德范围内最基本的准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羽啸

《三生三世》
盗用昆曲选段
剧组致歉承认侵权

由杨幂、赵又廷主演的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刚刚收官，
取得了不错的收视成绩。不过，有网友微博维权称，《三生三世十里
桃花》未经授权盗用昆曲演员单雯《牡丹亭》的录音选段，随后引发
网友大规模声讨。据悉，剧组已发表致歉声明，承认侵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发自上海

连笑（正面）与周睿羊在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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