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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前篮球巨星!"飞人#

乔丹指控中国运动服饰生产商乔
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乔丹体育#%未经许可"蓄意且毫
无顾忌#使用其姓名&并且误导中
国消费者一事&乔丹体育"$日发布
声明称&尚未收到国内任何法院的
应诉通知'

"我公司对此事件高度关注&

但截止%月"$日午间& 我公司尚未
收到国内任何法院的应诉通知&#

乔丹体育声明称&"我公司自成立
以来一直崇尚体育精神&在诚信经
营企业的同时&曾持续倾力支持中
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

此外& 乔丹体育认为& 中文
"乔丹# 是该公司依照中国法律申
请注册并享有专用权的注册商标&

对注册商标的合法使用行为也受
到中国法律保护& 公司将积极关
注事态的发展& 并将对事件进展
进行说明(

!!"#$%"

乔丹在"$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当我了解有其他企业未经我许可便利
用我的中文名字!球衣号码&甚至试图
利用我孩子的名字开展商业活动&我感
到非常失望&我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
保护我所拥有的姓名权及品牌#(

针对乔丹的诉讼&中国乔丹体育
公司公关活动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公
司现已获悉此事&正在研究处理解决
方案&稍晚将作出回应(

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康 当日
向记者透露&乔丹于去年年底委托该事
务所代理这起案件& 经过充分准备&他
们已于"&日向中国一家法院正式提起
诉讼&法院已经接受&目前正在立案审
查&是否审理大约一周之内会有答复(

康 说)"姚明状告 *姚明一代+

的胜诉表明中国法律十分重视保护
运动员的姓名权&而且他们已有充分
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乔丹体育公司

未经许可便将乔丹姓名使用到公司
商号,产品和商业推广中( #

她在接受采访中透露&乔丹提起
诉讼主要是想澄清他和中国乔丹体
育公司并无瓜葛&不过诉讼书也提出
向乔丹体育公司索赔精神损失费(

乔丹则在声明中说)"这项诉讼
的目的不在于经济诉求&而是旨在对
姓名权的保护& 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我计划将诉讼有可能得到的所有经

济赔偿用于发展中国的篮球事业( #

记者了解到&中国乔丹体育公司并
非第一次因"乔丹#品牌引来风波&乔丹
个人起诉之前&拥有"!'( )*(+,-#高端
子品牌的耐克公司曾控告中国乔丹体
育公司商标侵权&但并未成功(

采访中康 强调)"此次是乔丹
个人诉讼案件& 耐克并非当事方&不
过公司对乔丹此举非常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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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晖!田鹏飞!傅家俊等诸多
斯诺克名将都关注了!../0的微博&

而!../0在微博中一律将小晖称为
"某人#&这甜蜜的微博&记录了两人
相恋相守的点点滴滴(

!../0的第一篇关于"某人#的微
博发自"1&1年&%月&2日)"大不列颠
时间早3点睡&&14$1起(一个半小时不
到&以为帮某人收拾好行装后会倒头
大睡&没成想越是安静了&越是没睡

意了( 念&平安- #

"1&&年&月中旬& 小晖夺得温
布利大师赛冠军&!../0在微博上说)

"某媒体采访某人说) 获得!!冠军的
心情如何. 某人很淡定地回答说)当
时挺激动的&吃完饭就忘了( 我认为
这应该是一个载入史册的回答( #

!../0在"1&&年&月"3日发的微
博令人捧腹)"和某人一起去参加!!

比赛&一路辛苦奔波&刚下车走到赛

场门口&遇到一大群热情的粉丝朝某
人问好&其中一个阿姨十分热情地大
声对我喊道)50//*&676 8你好妈妈 9

//竟让我一时无语凝噎了//#

%1&&年#月&日是丁俊晖的%#岁
生日&!../0在微博中说)"某人的生
日&某人的蛋糕( 某人很忙&某人的生
日年年如此( 某人的某个人给某人定
的蛋糕&决定自己来吃掉( 某个人明
天或者后天会找两个姐妹跟某个人

一起分享掉这份送不出去的心意( 某
人的生日,-+某个人的失落( #

#月2日& 这对小情侣短暂分离&

"某人去机场路上了( 今天见了明天
走了&每每短暂的相聚后都尾随着一
次不长也不短的分开( 或许我们都已
变得习以为常( 默默地看着对方离
开&远去&依然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一
种酸楚&沿着某一根神经从心底一直
涌到鼻尖( 想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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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场意外负于网队之后&

:;!纽约尼克斯队"$日止住颓势&

以33)<"轻松击败来访的亚特兰大
老鹰队( 自从林书豪首发以来&纽约
还没有吃过连败(

老鹰目前东区排名第六& 尼克
斯排名第七& 两队对于季后赛位次
的争夺激烈( 老鹰主将乔0约翰逊缺
阵&实力打折不小( 林书豪仍是纽约
表现最抢眼的明星& 全场&&投=中&

得到全队并列最高的&>分&外加3次
助攻和两次抢断( 林书豪也连续两
周都登上了美国 1体育画报2 的封
面&"林热#高烧不退' 纽约双星安东
尼和斯塔德迈尔手感仍然不佳&两
人共得到%%分&但命中率只有四成&

替补诺瓦克贡献&>分'

尼克斯%?日将客场挑战七连胜
的东区老大迈阿密热火& 这场比赛
也将成为检验纽约成色的一次对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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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欧冠联赛八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中&拜仁,国米两大巨头用一
种近乎相同的方式轰然倒地& 分别
被瑞士巴塞尔队和法国马赛队以&)

1在最后时刻绝杀'

面对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来
自瑞士的巴塞尔毫无惧色与之大打
对攻& 并在上半时两次击中对方球
门门柱& 此外巴塞尔门将佐默发挥
神勇& 开场&&分钟内两度拒绝里贝
里近在咫尺的射门& 并在第>%分钟
将戈麦斯势在必进的门前推射封
堵'

巴塞尔的全队一心终于在比赛
最后时刻收到回报'第<=分钟&替补
出场的斯特克接队友传球& 禁区内
获得了单独面对门将的机会& 冷静
推射打穿门将"小门#入网'

与拜仁相比& 意甲豪门国际米
兰队的遭遇更加"悲剧#' 马赛大将
阿尤在第3$分钟利用角球机会轰入
致命头球&将国米绝杀' "蓝黑军团#

在最近的>场比赛中输了=场'

国米在开场第&1分钟曾获得全
场比赛的最好机会& 乌拉圭球星弗
兰在小禁区前沿凌空垫射& 被马赛
门将马恩达恩达飞身用指尖将球托
出'此后&"蓝黑军团#在场面上占据
优势&但始终未能进球'阿尤在第<3

分钟中路头球被塞萨尔没收& 但他
在伤停补时阶段"故技重施#成功'

赛后一脸铁青的国米主帅拉涅
利将输球归咎于运气欠佳' "我们踢
得不错&打出了不错的反击&拥有更
多的机会& 但他们却用第一次机会
换取了进球&#拉涅利说&"我们本不
该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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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龙舟大赛海南万宁站比
赛%$日落幕' 经过激烈厮杀&广东顺
德龙舟俱乐部浪登龙舟队,星河湾名
门世家九江女子龙舟队分别以总成
绩第一获得该站男子和女子冠军'东
道主万宁队虽进入了211米直道竞速
的半决赛&但无奈实力不济&只获得
第七名' 团体赛&代表东道主出战的
万宁市和乐龙舟队获得第九名'

在男子%11米直道竞速赛中&广
东顺德龙舟俱乐部浪登龙舟队以2$

秒的好成绩拿到第一& 星河湾名门
世家九江队和广东省汕尾市海丰仁
荣队分获亚军和季军3浪登队在211

米直道竞速赛中也率先冲过终点&

九江队和佛山市南海丹灶罗镇天龙
舟俱乐部队分列二,三名'

女子组中& 星河湾名门世家九
江女子龙舟队在%11米直道竞速赛
中以&分1?秒的优异成绩率先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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