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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 阔别歌

坛近一年的凤凰传奇召开记者会!宣布
!#

月
$%

日和
&'!(

年
%

月
%

日将登陆北京

万事达中心!举办两场"我是传奇
)

#跨年

演唱会$

今年恰巧是凤凰传奇成立十年!玲花

表示%"我觉得还需要提高!应该多唱一些

接地气的歌曲$ 下个十年!首先要发够十

张唱片!开够
%''

场演唱会!之后考虑退

休$ &

今年玲花当了妈! 曾毅也当了爸!有

热心的网友提议未来让玲花的女儿和曾

毅的儿子组成小凤凰传奇$ 两人表示!培

养出一对小凤凰传奇是一个想法!孩子们

还太小!现在就是每天让孩子们听凤凰传

奇的音乐$

此次跨年开唱是凤凰传奇第四次在

北京举办个唱$ 为了区别于往年的表演!

今年个唱所有表演曲目都将重新改编!更

将挑战从未翻唱过的年代金曲$

对于演唱会嘉宾! 主办方负责人表

示!本次跨年档个唱将会邀请圈内最具唱

功'最有人气的金曲大咖!每场
*

位'每人

一首成名曲!嘉宾阵容
+,

(我是歌手)$玲

花希望能和龚琳娜合作!而曾毅则希望和

齐秦合作$ !侯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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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晚# 上海锦江宾馆#

#$

桌酒

席#

#%%

多人# 几乎囊括中国足球的五代高光

人物$此次聚会的牵头人是徐根宝#主题是%相

聚&感恩&奋进'#但更多人将其看做是%足球教

父'徐根宝挥别职业足球的特别仪式$

上港高价收购东亚# 徐根宝功成身退#告

别了自己%十年磨一剑'打造的球队$但他的崇

明基地带出的球员#已然成为中国国字号队伍

的中坚力量$徐根宝不言退#%市场经济中没有

退休一说#我的根宝基地还在#还要继续发展#

李嘉诚到
&%

多还没退休呢'#徐根宝又将目标

瞄准了基地里
#%%%

年龄段小球员#这一次或

许是%五年磨一剑'$

'!

月
!"

日晚#徐根宝办感恩晚宴#中国足坛众名宿纷纷现身$

!!!!

范志毅!右三"&谢晖!右二"

与恩师徐根宝在晚宴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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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湖南卫视(一年级)自开播以来!演员宋佳作为节

目中的明星实习鲜师一直话题不断!除了初来乍到的*一天哭八遍&!

还有上周的返校迟到遭校长严厉批评*险些被开除&之外!更有知情人

士爆料宋佳因私下频频被家长指责!不堪忍受巨大的压力!负气出走

甚至罢录节目!所以才会有最近爆出的新明星加盟节目一说$

看过湖南卫视(一年级)节目的观众都知道!宋佳在(一年级)

实习期间多次崩溃大哭!节目组甚至还找来了心理医生时刻待命$

据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家长私下里对宋佳抱怨不断!因为担任的是

(一年级)的生活老师!家长对宋佳的要求更高$但大大咧咧的宋佳

总是会给孩子穿错衣服!害孩子感冒!粗心大意的种种状况让家长

意见多多$ 宋佳本人对家长随时打来的指责电话也感觉到压力巨

大!屏幕上看到的痛哭还只是冰山一角$ 知情人士透露!宋佳因不堪

压力!甚至直接退出了为家长和老师沟通所建立的微信群!在节目

录制期间也曾负气出走!不愿意进行接下去的节目录制$

在上周的广州看片会上!宋佳的搭档兼*大腿&陈学冬又再次

爆出猛料!称宋佳在崩溃期间!几乎天天找导演请求退出!宁愿不

要酬劳也不想拍了$除此之外!宋佳除了要录制(一年级)还有其他

的拍摄任务!档期难以协调可能是她退出的主要原因$ !新新"

"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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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主帅'冠军教头'东亚教父!这些称呼!或是现在或过去!

都属于
%%

月
%"

日晚出现在锦江宾馆台上的
"'

岁的徐根宝$

%%

月
%"

日!徐根宝默认退出一线的告别会!中国足坛五

代同堂$年维泗'戚务生等中国足球元老都是携家眷提前一天

赶到$

徐根宝在开场致辞时!依旧慷慨激昂!更带着激动!*这是

代表东亚俱乐部的最后一次聚会$相聚很多!但今天是中国足

球五代人的相会!将来恐怕能再找到像我们这样的聚会$第一

代年老!第二代荣志行'高丰文'戚务生!第三代范志毅'高洪

波等!第四代谢晖'于涛'杜威'孙吉'孙祥!第五代就是曹
!

定'王佳玉等$ &徐根宝寄语新的一代人能*奋进&!*中国足球

水平很低!将来能不能冲出亚洲!就看台下的年轻一代了!中

国足球的未来靠你们$ &

徐根宝从
#'

多岁入选国家队! 到
$#

岁从国家队退役开

始
$.

年教练生涯!诸多中国优秀球员出自于他的门下!从某

种意义上讲!徐根宝一个人就是一部中国足球的现代史$

徐根宝嘴上依旧不肯将此次聚会作为自己的告别仪式!

*他们早就说要到我的基地里来看看!我答应他们!这个赛季

中超完成前三的目标就请他们来!最后前三没有完成!但请还

是一定要请的$ &

徐根宝对自己的*十年磨一剑&模式满足!*把+中国曼联,

当做一个长远的目标!现在是第一阶段的成功吧$至少十年磨

一剑!培养了一些国脚!打出了一定的成绩!还得到了很多球

迷的认可$我追求的事业!我个人的理想!在这过去的
!(

年中

基本都做到了$ &

徐根宝表示自己不会退休!"人家说我退了! 其实我没有

退!也没法退$ 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市场经济中也没有退休

一说$ 李嘉诚
/'

多岁的还没退呢$ 有人劝我!把旗帜竖在基

地!交给年轻教练就可以了!我可以去陪孙子到国外玩去了$

但我还要发展!+根宝模式, 还要持续! 只能在继续苦干中坚

持!直到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另一个就是球队的+抢逼围'接传

转,的风格能够继续完善发展$ &

徐根宝将目标瞄准了根宝基地的
!///

至
&'''

年龄段球

员以及更小年龄段的梯队球员!"这些球员我现在还没好好

抓!等把交接工作做完我再延续这个模式$ &徐根宝头疼的是

生源!"现在出去的这
&'

多个球员是从
!'''

多个球员里选出

来的!现在大概不到
!''

个让你选$ &谈到以后基地的发展模

式!徐根宝并不排除再从乙级联赛打起!再打到中甲!获得融

资!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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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徐根宝在北京为年维泗操办了
.'

岁大寿$而
!"

日!今年已是
.&

岁高龄的年维泗则是提前赶到上海!为昔日

国家队弟子徐根宝送祝福$

下午
(

点多!拨通年老的电话时!他正在准备演讲稿!"今

天我要上台发言的!年龄大了!心里有点乱!但心情是好的!为

根宝这些年为足球做的工作高兴$ &

在现场! 年维泗上台为徐根宝送上亲写大字!"主动兼听

慎思坚持&以表示对根宝的赞扬与期许!"我
.'

多岁了!拄着

拐杖!蹒跚来这!叙旧话新!感到非常高兴$ 这次的聚会!不只

是
$

天的高兴!甚至可能是我后半生最美好记忆$ 想想根宝!

几十年下来!我写了
.

个字!我很佩服他!很尊重他的成绩$建

议根宝要出一本书$ &

年维泗谈到了相聚主题 "感恩&!"我看了张琳秡录的视

频!一分多钟!

$

次说了感恩$ 武磊在中超颁奖典礼上也一再

感谢根宝$ 再优秀的人不懂得报恩!也成不了大事$ &

年维泗也希望徐根宝的青训模式能够得到中国足球的传

承!"根宝是十年磨一剑!现在接受经验以后!希望不用十年!

要用
.

年'

(

年就出来比武磊和张琳秡还要更优秀的球员$ 我

.'

多岁老头!要跟大家一起喊+奋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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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波'范志毅等如今已经走上教练席的中生代球员!当

天也作为徐根宝"亲传弟子&在现场承担起招待朋友的任务$

高洪波表示%"徐指导完成了一次非常完美的谢幕! 为中

国足球奋斗了一生$对于我个人来说!从小能够走上职业足球

道路!踢球'做教练!都得益于徐根宝指导的帮助!我从他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非常感激他$ &高洪波笑言!"我真不知

道到了徐指导这个年龄!还能不能从事这项工作$ &

范志毅上台致辞!"我
!.

岁的时候!是徐指导一路把我带

到北京!是他培育了我$在他身上!我学到了一种责任$上海足

球曾经有过辉煌!现在很落伍!我们也希望学习徐指导身上的

精神!让上海足球重塑辉煌$ &

略显遗憾的是!

(

位出自根宝基地!目前正随国足集训的

国脚武磊'张琳秡'蔡慧康'姜至鹏'颜骏凌缺席聚会$

徐根宝崇明岛十年磨一剑!为中国足球各级国字号'职业

联赛输送诸多优秀球员$ 张琳秡' 武磊' 姜至鹏等球员已是

国家队中坚! 顾超' 王佳玉' 王遷超' 柏佳俊' 李云秋' 曹

!

定' 柏佳骏' 唐佳庶' 姜嘉俊' 张成林' 郑凯木' 吕文

君' 蔡慧康等诸多身价过千万的中超球员都有着 "根宝& 基

地出产的标签$

虽未能亲临现场!但弟子们都为徐根宝送上祝福$ 张琳秡

!$

岁时前往广东寻找足校! 苦无落脚之地后来到崇明基地!得

到徐根宝的看重$

张琳秡表示%"祝愿徐导能健康长寿!带出更多的弟子$ &武

磊这位徐根宝最看重的弟子则表示%"徐导如今虽然退下了一

线!但接下来还会继续青训方面的事情!足球是徐导生命里不可

缺少的东西$ 徐导是我的伯乐!那会儿我个子很小!一般教练肯

定都不会用我!可以说徐导改变了我的人生$ &

徐根宝近期也特别关注国足热身赛! 对弟子上场后的表

现!给予高度认可$徐根宝认为张琳秡和武磊已经完全承担起

了前后场核心球员的职责!而蔡慧康和姜至鹏!也能快速适应

国家队的训练节奏!比赛表现超过了他的预期$ !杨晚"

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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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传奇在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