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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峻八段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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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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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海南海事局首届职工运动会

在海口结束!

!!

支代表队近两百名运动员参

赛! 图为保龄球比赛! 通讯员 何志成 摄

!

火箭队斯科拉#左$

与湖人队阿泰斯特争抢

篮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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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个人均可"有报纸发行代理经验者优先!

!!9:6;8

+$!

具备广告代理资质! 客户资源丰富者优先!

请有意者将企业或个人的名字' 地址' 联系人姓

名'联系电话"以短信的方式发送到手机
)+'$*%$$###

上"并注明(发行代理)或(广告代理)

咨询电话*

)'*$("#*,**

!"#$%&'()*+

"

阿成

!中国足球抓赌第一大案"#!中国足

球反赌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一场扫黑反

赌风暴即将到来"#!将彻底涤清中国足球

生存环境"$这几日#媒体都在关注中国足

球抓赌扫黑的行动#热炒的态势#颇有山

雨欲来风满楼之气象$

然而细看之下#其实只有媒体在轰轰烈

烈# 公安部门及有关部门并没有轰轰烈烈#

对于媒体打爆电话的询问#有关公安部门一

概!无可奉告"$ 而媒体的轰轰烈烈#其实也

只是些许有限得可怜的信息在传来抄去#或

者是集合各方面只言片语的!综合消息"$

也难怪#!赌球案"正处于侦查取证阶

段#当然不可能向媒体披露更多的信息和

细节$于是#媒体!足球抓赌"的报道中#大

多是猜测和展望类的内容$而观望的焦点

集中在%这将是一场真刀真枪成果显著的

抓赌行动#还是又一场抓赌秀&

此次!抓赌地震"的!震源"在辽沈的

一个赌球个案$ 不过#据报道#一年前#反

赌行动已秘密展开#迄今为止#已有上百

名足球界人士被警方要求协助调查#其中

包括俱乐部官员'地方足协官员'教练员'

球员等$ 由此看来#此次辽沈警方的行动

不是孤立的个案#可视为中国足球扫黑反

赌大行动的一次突破性进展和成果$由此

也可见# 中国足球的此次扫黑反赌行动#

是下了决心动了真格$

不过#还是不能消除人们对扫黑反赌

行动最终结果的怀疑$并非怀疑公安部门

侦破赌球案的能力# 虽然赌球案牵扯面

广#定性复杂#但一旦突破一点#就可以顺

藤摸瓜全面突破$ 问题正在于#一旦缺口

打开#赌球案一个接一个汹涌而来#如何

收拾局面& !推倒重建"#这是许多痛恨假'

赌'黑的球迷们痛快的呼声$ 但推倒的破

坏力和影响力巨大#重建的成本和恢复的

时间难以估算$

所以#还是暂时不要对这次行动的成

果期望过高#以为能将所有犯案之徒一网

打尽#或者会对中国足球的秩序带来一次

彻底的变革$ 最终的结果#应该会在有关

部门的!可控范围"之内$

从!可控"的意义上看#你可以把这次

行动看作一场秀$ 但就算一场秀#也得看

怎么演$总不能像
!""!

年那次一样#只抓

了一个!小虾米"龚建平#之后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又未了$也不能问询几十人#

拘押七八人#最终法办一两个$ 此次行动

要想对胆敢涉足假'赌'黑的黑手们产生

足够的震慑力#要想为中国足球挽回一定

的公信度#起码得抓住一些!大鱼"#小鱼

小虾也得抓一批$

但愿这次行动#

能成为中国足球扫

黑反赌的一个新起

点$ 并以此为契机#

逐步建立起一整套

完善周密的防赌打

黑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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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杯围棋赛中国包揽冠亚军

据新华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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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赛中" 西甲巴塞罗那队客场与俄超

喀山队战成
$

比
$

平% 图为巴塞罗那队

球员普约尔+左$与喀山队球员多名格斯

拼抢%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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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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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扬基队捧起冠军奖杯%

新华社发

中国 )%位北京奥运冠军角逐东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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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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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记者沈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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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礼仪小姐在东亚运动会三

十日倒计时仪式上展示奖牌%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