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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到哪堵到哪的车流， 走到哪挤
到哪的人群已经多次告诉我们， 七天
长假不一定是“野猫子”的节日。但它
一定是“夜猫子”的节日。即将到来的
七天假期里， 几乎每天你都能找到一
场有分量的比赛。几乎每场比赛，你都
无需因第二天的工作而忍痛割爱。
从10月1日至7日，我们每天挑出
一场重头戏，让你过足瘾。
■记者 陈普庄 潘梁平

做野猫子，不如做夜猫子
今夜，欧冠开启国庆长假体坛视觉盛宴
每天推荐一场重头戏，七天让你过足瘾
10月4日
重点推荐
18:00

亚运会闭幕式
CCTV5

10月1日
重点推荐
2:45

亚运会其他项目日程
10月1日（周三）
10月2日（周四）
10月3日（周五）
10月4日（周六）

19:00 田径男子200米决赛
18:50 田径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
15:00 跳水男子单人10米台决赛
09:00 乒乓球男女单打半决赛、决赛

我们推荐亚运会闭幕式， 真正原因其实是， 亚运会
“刷屏时段”终于要到头了。不过在最后几个比赛日，田径
赛场的男子200米、4×100米接力决赛, 依然颇具看点，特
别是在卡塔尔人奥古诺德将亚洲百米纪录大幅刷新之
后。跳水、乒乓球仍将是中国队独角戏，但终归也是世界
级水准，适合文艺范的体育迷。

欧冠E组第2轮
巴黎VS巴萨
CCTV5

当天其他直播场次
00:00 E组 莫斯科中央陆军 - 拜仁慕尼黑
CCTV5
02:45 F组 巴黎圣日耳曼 - 巴塞罗那
CCTV5
02:45 G组 里斯本竞技 - 切尔西 CCTV5+
02:45 E组 曼城 - 罗马
腾讯体育

10月5日
重点推荐
21:05

巴黎圣日耳曼和巴萨毫无疑问是E组的
大热门。作为足坛土豪代表，“大巴黎”仿佛对
巴萨的球风有些不适。当然，面对巴萨千万
不可丢盔弃甲，毕竟首轮逼平他们的阿贾克
斯，同样对出线名额虎视眈眈。本场比赛，伊
布与旧主的对抗，某种程度上比梅西和内马
尔更值得关注。

英超
切尔西 - 阿森纳
新视觉高清频道

2:45

10月6日
重点推荐

当天其他直播场次
00:00 C组 泽尼特 - 摩纳哥
CCTV5+
02:45 A组 马德里竞技 - 尤文图斯 CCTV5
02:45 B组 卢多戈雷茨 - 皇家马德里
CCTV5+

10月4日（周六） 21:30 德甲 多特蒙德 - 汉堡 欧洲足球
22:00 英超 利物浦 - 西布朗 PPTV
10月5日（周日） 00:30 英超 维拉 - 曼城 新视觉高清
02:45 意甲 AC米兰 - 切沃 广东体育
19:00 英超 曼联 - 埃弗顿 新视觉高清
21:05 英超 切尔西 - 阿森纳 新视觉高清
10月6日（周一） 00:00 意甲 尤文图斯 - 罗马 CCTV5+
02:45 意甲 佛罗伦萨 - 国际米兰 CCTV5+
03:00 西甲 皇家马德里 -毕尔巴鄂 PPTV
时下，切尔西和阿森纳之间的对抗，才算得上真正意
义上的伦敦德比大战。印象中，这两队经常会打出“2比2”
这样的比分，场面也颇为开放。当然，像曼联VS埃弗顿、尤
文VS罗马、佛罗伦萨VS国际米兰这样的强强对话，同样是
假期不可错过的好比赛。

10月2日
重点推荐
欧冠A组第2轮
马竞VS尤文
CCTV5

欧洲各国联赛其他场次直播

2:00

女排世锦赛复赛
中国VS意大利
CCTV5

中国女排复赛赛程
10月1日（周三）
10月3日（周五）
10月4日（周六）
10月6日（周一）

23:10
2:00
23:10
2:00

复赛 中国 VS 德国
复赛 中国 VS 克罗地亚
复赛 中国 VS 多米尼加
复赛 中国 VS 意大利

9月29日凌晨险胜日本，不仅让中国女排锁定第一阶
段小组头名，同时由于小组战绩带入复赛，这也使得在复
赛阶段继续与日本同组的中国队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剩
下的4个复赛对手中， 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最为强大，此
战也将关系到中国队能否进入6强，以争夺半决赛席位。

经历了“电话门”后多年的沉淀，尤文图
斯亟需一个完美的赛季宣告自己重回豪门行
列。虽然意甲江河日下，但尤文在联赛的稳固
地位却预示着， 他们东山再起或许只是时间
问题。老牌强队对阵豪门新势力马德里竞技，
这场比赛颇具深意。

10月7日
重点推荐
10:00
NBA季前赛
湖人 - 掘金 CCTV5

季前赛其他场次直播
10月5日（周日）
07:30 NBA季前赛
热火 - 鹈鹕 新浪
10月6日（周一）
06:00 NBA季前赛
骑士 - 马卡比 新浪
北京时间10月5日早7点
半 ，NBA2014-2015 赛 季 季
前赛将正式开始， 上赛季东
部冠军热火迎战新奥尔良鹈
鹕。而6日上午骑士与马卡比
的比赛则更引人注目， 这一
切只因詹姆斯的回归， 以及
勒夫、马里昂等强将的助阵。
当然， 最具性价比的比赛还
是7日的湖人与掘金之战，因
为这是中国球迷新赛季第一
次通过电视而不是网络收看
NBA。

新赛季，匹克启动“星战略”
打造“明星球员+明星赛事+明星产品”
10月3日重点推荐
14:30

斯诺克欧巡赛保加利亚站
（塞尔比出战） 欧洲足球

欧巡赛其他场次直播
10月3日（周五）
20:30 欧巡赛保加利亚站
（1/32决赛） 欧洲足球
10月4日（周六）
14:30 欧巡赛保加利亚站（卡特） 欧洲足球
10月5日（周日）
15:00 欧巡赛保加利亚站（1/8决赛）欧洲足球
在家看斯诺克最好的情境，就是一个慵
懒的午后或者傍晚，以任何你认为舒服的姿
势坐在沙发上或者电脑前，脑子里像球员一
样飞速运转着，手边搭配点喝的东西，冰水、
饮料、烈酒，都可以。重点是，这个假期，这些
条件都具备了。提醒一下中国球迷，丁俊晖
和奥沙利文将缺战。

北京时间10月5日，NBA
新赛季季前赛又将重开征程。
记 者 获 悉 ，9 月 30 日 结 束 与
NBA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之
后，匹克将启动营销
“
星战略”，
通过签约更多明星球员和顶级
赛事，打造“明星球员+明星赛
事+明星产品”的“星战略”。匹
克体育CEO许志华表示：“匹
克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在NBA
新赛季开打之前，签约至少1名
NBA全明星球员或者美国梦
之队明星球员， 并在未来几年
内投入2亿元用于提升产品的
研发和设计，回馈球迷。”

业装备有着特别的喜爱。“他
们对我们的球星帕克、巴蒂尔
记忆深刻。” 匹克品牌管理中
心的负责人刘翔说。
因此， 许志华强调，与
NBA中国合作告一段落，并
不意味着匹克将疏远与NBA
的距离。 未来我们将与NBA
联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更加
紧密的合作， 包括球星代言、
球队赞助和青少年发展等方
面。“预计在新赛季开打前，将
至少有1名NBA全明星级别
球星或美国梦之队明星球员
加入匹克TEAM。”

的9月份，匹克的国际收入也实
现了较大增长。
“现在， 我们不能只考虑
中国市场，必须国内、国际通
盘考虑。”许志华说，“因此，在
全球市场，匹克下一步计划是
通过与更全球化而非区域性
的机构和赛事合作，通过整合
优质的全球平台，同时服务国
内和国际市场。”
在篮球世界杯之后， 匹克
宣布了与WTA再次续约多年
的消息。

明星，再签大牌

赛事，着眼国际

据专业调查，在中国，80
后、90后，甚至00后的年轻消
费者更关注赛场上明星球员
的表现， 并对球星身穿的专

除了签约更多明星，刚刚
在FIBA西班牙篮球世界杯上
尝到甜头的匹克还将继续深挖
国际市场。 在篮球世界杯举行

此外，匹克一直把“为专
业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提供
最专业最可靠的产品”作为最
重要的目标之一。
目前， 匹克已在泉州、北
京、广州、洛杉矶开设了四大

产品，加大研发

产品研发中心， 并聘请了255
名国内外优秀专业设计人才。
据悉，仅2013年，匹克就投资
6000多万用于科技创新与产
品研发，推出了6项全新球鞋
和服装设计研发专利，并获得
2项国际运动鞋评比大奖。
2014年， 匹克作为首家采用
国际3D打印技术的中国体育
品牌， 开始将3D技术广泛应
用在产品研发和设计上。
■记者 潘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