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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山东男篮

今战天津

本报讯(记者 刘伟) 1

月18日，CBA联赛第24轮的较
量全面展开，山东男篮继续坐
镇主场，迎战同样拥有三外援
的天津。据天津媒体透露，此
前受伤的球队核心道格拉斯，
在京结束为期一周的治疗后，
已经返回天津与球队会合。天
津队教练组表示，道格拉斯伤
势恢复情况良好，客场挑战山
东队的比赛可以复出。“道哥”
火线归位，对旨在八连胜的山
东男篮而言，还是得瞪大眼
睛。

上一轮比赛，天津队轮
空，23轮比赛过后，球队以10

胜11负的战绩位列积分榜第
九。往日惯常以“鱼腩”形象示
人的天津，本赛季战绩进步显
著，功劳自然非约旦外援道格
拉斯莫属。作为阿巴斯在约旦
国家队的队友，“道哥”球风朴
实，身手全面，在本赛季参加
过的所有比赛当中，道格拉斯
场均13 . 3分6 . 1个篮板和9 . 9次
助攻，串联能力极为出众。本
月初征战上海滩，“道哥”腿伤
离奇复发，之后状态一落千
丈，受此影响，天津队战绩近
几轮也走起了下坡路，联赛排
名连续下跌。不过经过近一周
的休养，道格拉斯的伤势已无
大碍，球队在之前一轮主场战
胜北京后，气势也在逐渐回
升。

山东队如果能在主场拿
下天津，球队将豪取八连胜。
此番再度面对起势的“巨人杀
手”，山东队的优势毋庸赘言，
主要还得看年轻人在场上把
控心态的能力。

詹皇得分破两万

火箭连败达五场

新华社华盛顿1月16日体
育专电 詹姆斯16日迎来职
业生涯两大里程碑时刻。在迈
阿密热火队客场92：75轻取金
州勇士的比赛中，“詹皇”成为
了NBA史上最年轻的“两万
分先生”，同时迈入5000次助
攻“俱乐部”。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本
场拿下25分的詹姆斯说，“我
一直祈祷自己能保持健康，尽
可能多打比赛。很感谢我的队
友们，是他们帮助我取得此成
就。”

詹姆斯是第13位个人数
据超过20000分和5000次助攻
的NBA球员，在目前的现役
球员中，只有科比和加内特达
到这一高度。

火箭队当天延续了近些
年逢小牛必败的魔咒，客场
1 0 0：1 0 5不敌对手遭遇五连
败，连续第九次成为达拉斯人
的手下败将。

哈登本场得到20分、7次
助攻和8个篮板，但23次出手
只命中5球。林书豪贡献了19

分，他末节比赛独得14分率队
追回了11分的劣势，但3次罚
球不中和最后时刻的致命失
误让他无缘成为英雄。

伦敦奥运周期结束后，新奥运
周期里中国体育产业何去何从，成
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从2013年到
2016年期间，中国奥委会将组建中
国体育代表团先后参加包括里约
奥运会等10项大型的国际综合性
运动会。高规格高密度的赛事，为
体育产业的发展搭建起了一个“海
阔凭鱼跃”的平台。

1月17日，安踏完成了中国奥
委会的第二个四年合约，再次将包
括俄罗斯索契冬奥会和巴西里约
热内卢奥运会在内的十项国际大
赛中国代表团合作伙伴的身份揽
入囊中。

“塔尖”竞争日趋激烈

体育营销的赞助对象被行业
内的人士列为金字塔形状，金子塔
的最下面是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的
赞助，居于顶峰的就是借助赞助奥
运会和各国的奥运代表团与消费
者进行的品牌和产品的沟通；中间
的就是国内联赛类似于国内的
CBA、中超，往上是NBA、欧洲四
大足球联赛、F1之类的赛事。

在全球奥运代表团中，美国、
中国、俄罗斯持续位居金牌榜的前
三位，良好的成绩让这三支代表团
成了所有实力体育企业所争夺的
核心资源。从2009年开始，安踏成
为中国奥委会合作伙伴，一举将亚

运会、冬奥会、奥运会等十多项国
际大赛揽入囊中，并开始借助这些
赛事实现了其品牌形象的飞跃。

过去四年，安踏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参加的20多项综合性赛事，为
超过6000人次提供领奖装备和生
活装备近600款、约50万件次，平均
每年为中国军团生产出12 . 5万件
次装备。安踏大手笔投入刺激了其
他赞助商，有数据显示，到了2012
年伦敦奥运会，赞助中国代表团的
企业数量超过了60家，赞助总金额
直逼30亿人民币。

营销手法与时俱进

出巨资赞助参赛代表团，是比
较常规的体育营销。但有时候，一
些非常规营销更能吸引眼球。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身穿
阿迪达斯祥云图案T恤的奥运志
愿者们已经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阿迪达斯能够
在这次的奥运营销大战中稳操胜
券。2008年8月8日晚，奥运开幕式
的最后，曾经的体操王子李宁举着
火炬出现在了鸟巢顶上，当他点燃
主火炬的一刻，阿迪达斯目瞪口
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李宁成
为最大的赢家。

而借助于微博等新传播媒介
的兴起，在伦敦奥运会上，就有很
多商家借助网络完胜一些奥运主

赞助商。刘翔摔倒后仅仅14分钟，
刘翔的个人赞助商就在微博上发
布了全新的海报图片，上面的文案
是：“谁敢拼上所有尊严，谁敢在巅
峰从头来过，哪怕一无所获，谁敢
去闯，谁敢去跌，伟大敢。”而微博
的文字部分则写着：“让13亿人都
用单脚陪你跳到终点。”

发布后的10分钟内，这条微博
就被转发超过1万次，3个小时后，
仅在新浪的转发量就超过10万。

这种“擦边球”的营销方式让
一些奥运会官方赞助商很是无奈。
不过分析一下常规和非常规体育
营销策略，不难发现其背后是完全
不同的两种商业逻辑，安踏讲究的
是实用，他们追求的是品牌的曝光
率，他们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设
计的“龙服”，随着中国运动员一次
次登上领奖台，同样大出风头。

新周期内如何逆袭

别看2012年是体育大年，但因
为受整体经济形势及企业库存等
因素的影响，体育用品股维持下滑
趋势，在伦敦奥运会开幕前，多家
体育用品企业股价下跌近50%。其
间，受8月份奥运会的刺激及9月底
投行上调评级等因素的刺激，体育
用品股出现短暂回调。一直到2012
年12月开始，体育用品股重新获得
了资本市场的追捧，集体进入了上

升通道。
记者查询国内主要体育品牌近

一个月的股票走势发现，从去年12
月份开始，大部分体育品牌都重新
回到了上升通道。数据显示，2012年
12 月 3 日，安踏体育的开盘价为
5 . 62港元，1月 14日的收盘价为
7 . 8 1 港 元 ，其 间 上 涨 幅 度 为
38 . 97%。受到存货困扰而实施渠道
复兴计划的李宁，股价亦大翻身。

2012年12月初，在全球最大
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
发布2012中国品牌价值排行榜中，
安踏位列第 2 2 名，品牌价值为
88 . 28亿元，大大领先于其他中国
体育品牌。在成为中国奥运会合作
伙伴之前，2008年，安踏的排名处
在中国品牌的第45位，但通过奥
运 ，安 踏 成 功 完 成 了 超 越 ，被
Interbrand评为中国运动品牌的领
头羊。

业内人士分析，在体育用品
股重新获得资本市场追捧的情况
下，体育用品的格局争斗仍将继
续进行，安踏还将在大奥运周期
中借助各种国际大赛的领奖台展
示其专业装备，与中国奥委会一
起通过推广奥林匹克实现其品牌
与奥运的关联，展示中国形象。而
李宁继续绑定乒羽等奥运的传统
强项，阿迪、耐克继续在国内锁定
部分单项项目，今后四年，这种大
格局不会改变。

新奥运周期，体育产业风云再起
本报记者 胡建明

新华社墨尔本1月17日体育专电(记者
黄杰) 2013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17日进入
到第四比赛日。中国球员彭帅在第二盘的崩盘
让她不敌14号种子基里连科，连续第二年止
步澳网第二轮。而日本老将伊达公子则再写神
奇，以42岁的高龄闯进第三轮。

当天种子球员的比赛中，男单2号种子费
德勒直落三盘轻取昔日世界第三的“劳模”达
维坚科，将与目前“硕果仅存”的澳大利亚本土
球员托米奇争夺一个16强的席位；3号种子穆
雷则以6：2、6：2和6：4击败葡萄牙球员索萨；
同样晋级的还有法国人孟菲尔斯和同胞、7号
种子特松加。

女单的比赛中，卫冕冠军、世界第一的阿
扎伦卡耗时55分钟就以6：1、6：0战胜希腊的
达尼利都；夺冠大热门小威廉姆斯则在高温和
伤病的困扰下，依旧以6：2、6：0轻取西班牙小
将穆古鲁萨。

彭帅和基里连科此前交手3次，彭帅1胜2
负处下风。开局两人互相保发来到5：5平，彭
帅此后双误送出破发点，基里连科依靠幸
运的滚网球在第11局率先破发成功，并
顺利拿下发球胜盘局，以7：5赢下首盘。

苦战之后丢掉首盘显然在接下来
的比赛中影响了彭帅的心态。第二盘一
上来她就在自己的发球局送给对手3个破发
点，基里连科抢打二发造成彭帅回球出界，成
功破发。彭帅在第三局再次送上3个破发点，俄
罗斯姑娘顺利破发之后又保发，开盘取得4：0
领先的大好局面。彭帅直到第5局才保发成功，
但基里连科越打越顺，最终以6：2终结比赛。赛
后彭帅含泪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天这
场球自己挺茫然的”，并认为自己与教练之间
出了问题。

而42岁的日本老将伊达公子在当天战胜
以色列的佩尔之后，成为大满贯历史上晋级第
三轮年龄第二老的女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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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帅突然崩盘遭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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