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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
纠结

阴阳合同和一女三嫁

要说足球和篮球不愧是中国体育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在大家还在卡马乔的天价违约金感到费解的时
候。足球和篮球又给大家上了一堂合同法课，告诉大家
什么叫“阴阳合同”，什么叫“一女三嫁”。

恒大今年1月3日宣布刘健以自由身加盟后，中能
在当晚发布声明，称刘健转会违规。随后刘健与中能的

“阴阳合同”现身。阴阳合同多见于房地产交易中用以
避税，而在中国足球，则是各俱乐部为了应付中国足协
一度实行的限薪令，恶性争夺甚至限制球员的产物。三
个月后恒大宣布刘健以自由身转会。中国足协也出面
宣布了“终局”结果。不过存在的问题依然扑朔迷离。

无独有偶，新赛季CBA联赛首个比赛日就爆出球
员注册争议。吴冠希因联赛注册手续不全和存在争议，
无法代表上海出战。

禁赛完了才知道被禁赛过

11月24日，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公布，奥运
会游泳冠军孙杨在全国游泳冠军赛的兴奋剂检查中被
查出使用了违禁物质曲美他嗪，遭禁赛3个月处罚，时
间从5月17日至8月16日。

然而在时隔半年、孙杨禁赛期满且参加完亚运会之
后，他被禁赛的消息才被公布，引起了相当大的不满。
虽然总局对相关疑点进行了解释和澄清，但孙杨被禁赛
至少能定个“没有紧跟形势”的责任。曲美他嗪是今年
年初被列为兴奋剂的，未能及时停药总是现实吧。

感觉有点像娱乐圈阿Sa公布离婚，令大众傻眼，都
离婚了才知道原来结过婚。

广场舞大妈：健身还是扰民？

本来是大妈大爷们的自娱自乐，但随着广场舞越来
越火，带来的噪音扰民投诉也越来越多，一项全民健身
的活动在2014年却成为社会的热点。各个地方着力解
决广场舞扰民的问题也不断成为新闻在媒体上播出，成
为贯穿全年的话题。

广场舞的矛盾归根到底还是运动资源稀缺与庞大的
健身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商量跳舞时间，减少音量，只
能治标却治不了本。管理者们还是得从城市规划上入手，
给老百姓在偌大的城市中，建设更多适合健身的地方。

当圣洁珠峰变为个人秀场

中国知名女登山者王静在今年6月承认攀登珠峰
时在部分路段借助了直升机。原本需要脚踏实地的攀
登，变成了为创造纪录而寻求捷径，引起舆论哗然，遭到
各国登山界的批评。

不论有何理由，乘坐直升机攀登珠峰显然已经突破了
国际登山界所能认同的底线——“用脚从大本营攀登到峰
顶”。近年来不少攀登行动已经演变为功利性很强的“珠峰
秀”。攀爬雪山顶峰，是为了挑战自己、挑战人类极限，要是
变成了挑战直升机、挑战机械的极限，就没多大意思了。

“高考指挥棒”真能撬动健康吗？

辽宁省2014年高考成绩出分后，部分家长对1072
名体优生加分情况提出质疑，辽宁省为此成立了联合调
查组。结果是其中的270名考生放弃加分资格。其中
备受关注的体优生集中学校本溪高中的87名体优生中
就有66人放弃。

且不论高考是否应当取消，或者分数造假的现象有
多普遍，仅是高考体优生加分一事本身，也非常值得商
榷。面对运动“分数化”的乱象丛生，青少年体育何时才
能去功利化？强身健体、游戏娱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才是体育真正能够带给我们的收获。给一个人的运
动能力打分来衡量其能力高低，那是电子游戏《足球经
理》才会做的事情。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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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得精彩 看得过瘾
全国羽球业余俱乐部赛“虎牌杯”海口总决赛竞技水平颇高

经过两天的激烈比拼，2014全国
羽毛球业余俱乐部赛“虎牌杯”海口总决
赛21日收拍。本次比赛自今年8月份在
山东济南拉开序幕，历时4个月18个赛
区的比赛。最终，来自国内18个省市的
42支球队参加海口总决赛。“比赛进行得
激烈刺激，竞技水平颇高，让海南球迷大
饱眼福。”省体育总会副主席叶志春说。

海口是我的福地

“比赛打得太精彩了，这是国内最高
水平的业余羽毛球赛。选手们不但打出
了高水平，还展示了顽强的拼搏精神。”
在现场观战的海南球迷洪宝光说。

全国羽毛球业余俱乐部赛“虎牌杯”
海口总决赛甲组决赛是在苏州队和宁波
队之间展开，在5盘3胜的比赛中，两队前
4盘战成2：2平。关键的第5场比赛是混
合双打的较量。宁波队组合很快进入状
态，以1：0先下一城。在第二局的较量
中，苏州队艰难扳回一局。双方战成1：
1。在决胜局中，宁波队开局打得顺风顺
水，比分领先。苏州队雪上加霜的是男选
手李奕兴连续三次抽筋，痛苦地倒在地
上。在观众的助威声中，他三次顽强地走

回了赛场。尽管带伤重返赛场，但李奕兴
的步伐明显迟缓。看上去，苏州队在劫难
逃，但意外发生了，李奕兴突然爆发出了
顽强的斗志，打出了不少制胜分。最终，
李奕兴和队友反败为胜，为苏州队夺得了
冠军，并赢得了2.5万元奖金。

当李奕兴打出一记劈杀得分，赢得
比赛时，场外的队友振臂高呼冲进场内，
将李奕兴扑倒在地，庆祝胜利。从地上
爬起来的李奕兴喘着粗气说：“能在不利
的情况下逆转夺冠，实在太兴奋了，这场
比赛值得记一辈子。感谢海口球迷对我
的鼓励和支持，海口是我的福地。希望
明年还能来海口参赛。”

海南羽毛球氛围不错

尽管宁波队在最后关头痛失甲组团
体冠军，但这丝毫难以掩盖该队第一单

打杨霖飞的实力。他在本次比赛中打满
5场单打比赛，全部取得了胜利。这名第
一次来海南参加比赛的国内业余顶尖高
手认为，海南的业余羽毛球氛围不错。

杨霖飞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他在国
内业余羽球单双打比赛中摘金夺银，是一
名不折不扣的国内业余高手。在本次比
赛中，宁波队和东道主喜力亚太队相遇。
杨霖飞在单打比赛中2：1艰难战胜了喜
力队的倪超。杨霖飞对倪超的水平大加
赞赏。他说，倪超的技战术意识不错，海
南业余羽毛球界要是能多几个倪超这样
的球员，整体水平还会提高不少。

获得乙组第3名的宁波二队球员汤
文认为，海南业余羽毛球氛围之好出乎
他的意料。他说：“赛前两天我们到海口
的几家球馆练球，看到球馆爆满，打球的
人很多。在两天的比赛中，能容纳近千
人的体育馆上座率在8成左右。这在国

内业余比赛中并不多见。“
来自海南的3支球队参加了本次总

决赛，喜力亚太队发挥较好，在甲组四分
之一决赛中惜败宁波队无缘4强。喜力
亚太队领队吴书海说，和国内相比，海南
业余羽毛球选手的水平不低，但高手太
少，缺乏领军人物。

“虎牌”打造羽球赛事品牌

2014年全国羽毛球业余俱乐部赛
“虎牌杯”海口总决赛由喜力酿酒海南有
限公司独家赞助。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力
争把“虎牌杯”羽毛球赛发展成为海南最
具有规模和影响力的羽毛球赛事品牌。

该负责人透露，虎牌啤酒进入海南
后，深受海南人民的喜爱。为感谢海南
消费者对虎牌啤酒的厚爱，推动健康生
活理念，虎牌啤酒也渐渐更加关注体育

赛事，举办“如虎添翼·虎牌杯”海南业余
羽毛球赛和2014年全国羽毛球业余俱
乐部赛“虎牌杯”海口总决赛，此举旨在
让更多消费者加入到该项体育锻炼之
中，并与虎牌啤酒一起，坚持不懈，突破
自我，心怀勇气和自信，用激情去追求属
于自己的精彩生活。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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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徐征 王昊飞 李放

用生命在运动

北京人感慨雾霾严重时说：站在天安门广场，都看不见毛爷
爷！结果XX人听见之后不以为然，说：这算啥，今早我打开钱
包抽出一百元，也看不到毛爷爷啊！

这是在网上风行的一个段子，比内容更有意思的地方是，这
个段子里的“XX”可以是上海、重庆、南京，甚至可以是哈尔滨、
南通这些过往与雾霾关系并不大的城市。2014年，雾霾已经不
再是一线城市的专利，而成为全中国人民都关心的问题。

在10月进行的北京马拉松因为遭遇雾霾，引起了争议，甚
至在运动爱好者之间也产生了激烈的讨论。不过，在北马前几
天，梅西、内马尔等一干世界级球星来到北京参加“超级德比
杯”，与北京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也能让人略感“欣慰”。

北京联合张家口正在申办2022年冬奥会，而治理雾霾成为
申办承诺之一。希望好天气不要只是在冬奥会时昙花一现，让
老百姓踏踏实实过上彻底无霾的日子才是正道。“APEC蓝”这
个词不要到时候再变成“冬奥会蓝”了。

你上楼了吗？

2014年重大的体育比赛众多，要说和中国最八竿子打不着
的比赛，当属6月至7月举行巴西世界杯了。可偏偏世界杯成为
中国人最为痴迷的一项国际赛事。观看世界杯的中国人甚至还
兴起了一项新的运动项目——“上楼”。

随着世界杯的火爆，各种世界杯博彩业务也竞相登场。于
是，各种因为下注破产只能从楼顶跳下了结一生的笑话也随之
泛滥，这也算得上是中国足球爱好者们典型性的自娱自乐了。

不过，无论是看球还是博彩，可千万别当真。在7月初长沙
的一位男子就疑似因为世界杯赌球输钱而打算在高速公路上轻
生，幸好被交警及时劝阻，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看球本来是
一个乐趣，可千万分清博彩和赌博的区别，也别太沉溺其中。

青奥会的“花样摔跤冠军”

南京为了举办青奥会做了充足的准备，但整个青奥会的风
头全被吉祥物给抢走了，而且还是以一种谁都没有想到的方
式。这个名叫“砳砳”的以南京雨花石为原型的吉祥物一出就遭
到网友的集体调侃，称其造型简直让人不能直视。不过随着青
奥会的进行，砳砳大跳小苹果，在各个赛场总是不慎摔倒……种
种表演让其萌态尽现，观众们也迅速“由黑转粉”，最终砳砳成为

“有史以来最带感的吉祥物”。
可惜砳砳成功逆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扮演砳砳的志愿者们

认真努力的表演，自始至终砳砳的设计和造型都没有得到广泛
的认可。

来足球“淘宝”吧

恒大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6月5日宣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阿里巴巴集团出资12亿元入股，与恒大集团分别持有广州恒大
足球俱乐部50％的股份。阿里与恒大的合作事发突然，是名副
其实的“闪婚”。在双方宣布之前未透露半点消息。

“对足球不感兴趣”的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表示足球应
该由外来人去搅搅局。他表示“未来3－5年我们是用互联网的
思维和技术帮助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当然，如果球票也是用淘宝的方式买卖就更好了，打
假球或者不好看就差评、退款。

中国足球是穷还是富？

在广州恒大成功的带动之下，中超联赛在2014年
迈入了一个超亿元竞争的恢弘时代。如果说，上赛季
一支中超俱乐部的生存需要不低于8000万元资金
的话，那么今年随着各主流俱乐部投入的攀升，亿
元投入仅仅是保级的基数。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2月28日佩兰出任中
国男足的主教练时，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蔡
振华曾表示，现在资金成为困扰中国足球发
展的一大问题，他呼吁社会能够多关注和
支持中国足球。大概蔡振华想营造出中国
足球“藏富于民，独穷国君”的现状，那么问
题来了，中国足球是穷还是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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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武术交流大会
走进海口骑楼老街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年第六届中国（海
口）国际武术交流大会暨2014年中华传统武术文
化与健身运动博览会”开幕式12月20日在海口
骑楼老街举行。现场高大的古城门、逾千平方米
的武术图文展板、手擎大旗的古装士兵、身着汉服
的礼仪少女、仿古院落的舞台设计，浓郁的传统文
化气息扑面而来，让参观者流连忘返。

开幕式上，国际苗刀联合会会长郭铁良向组
委会赠送中华苗刀，旨在弘扬民族精神的“中华苗
刀专题展”同期揭幕。海口市文体局有关负责人
代表组委会向连续六届大会嘉宾、新加坡六合八
法研究会会长周树生颁发了“名誉顾问”聘书。中
国武术十大名教授、武术九段王培锟等武术名家
出席开幕式。周树生、陆广生、徐永庆等嘉宾和海
师大、海口武协、屯昌武协的武术爱好者先后进行
了精彩的表演。同日，武术交流比赛及展览在省
高级体校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参赛
及观展。

本项活动由海南省文体厅、团省委、海口市政
府主办，省体育总会、省青少年事业发展中心、海
口市会展局、海口市文体局等单位承办。

欧文当选美国篮协
年度最佳男运动员

新华社华盛顿12月21日电（记者李博闻）美
国篮协21日宣布，克里夫兰骑士队球星凯里·欧文
当选为2014年美国篮球最佳男运动员。

“我很荣幸能成为美国国家队这个伟大团
队中的一员，世界杯前很多人质疑我们，西班
牙、法国等很多强队都虎视眈眈，我们把这些视
为动力，团结一心，最终成功，我将会铭记终
生，”欧文说。

“皇帝”詹姆斯也对他骑士队的队友欧文赞
誉有加：“今年夏天骑士的几乎每场球我都看
了，凯里（欧文）毫无疑问是我们夺冠的最大功
臣之一。”

欧文带领美国队在2014年西班牙篮球世界
杯中夺冠，并当选MVP。他在9场比赛中全部
首发，场均得到12.1分和3.6次助攻。在决赛中，
他三分球6投6中砍下26分率队问鼎。

每日可接待5000人

沈阳全民健身中心
即将向全民开放

新华社沈阳12月22日电 沈阳市体育局副
局长张晓权22日宣布，沈阳市全民健身中心下辖
的“两馆一场”将于26日向社会公众开放。

张晓权说，健身中心可同时容纳900人健身、
训练。日最高接待能力5000人次，全年预计接待
健身群众85万人次。

沈阳市全民健身中心综合馆主楼4层，建筑
面积35000平方米，有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击剑
馆、跆拳道馆、国民体质监测区等。网球馆9层、
建筑面积 12700 平方米的网球馆也将对外开
放。室外运动场占地20000平方米，配有标准网
球场8块、篮球场3块、5人制笼式足球场4块、门
球场2块。中心全年无休，每天还有部分场地实
行公益开放。

CBA该败败火了
■ 新华社记者王浩宇 苏斌

篮球圈里有句行话叫“无兄弟，不篮球”，套用
在近期的CBA联赛上，就得改成“无篮球，不打架”。

本赛季的 CBA，简直变成了“中国篮球武道
大会”，什么黯然销魂掌、大力金刚肘等武林绝学
层出不穷，球员们轻则一对一辱骂单挑，重则拉开
阵势聚众打闹，似乎人人心里都憋着股火。

打篮球可以热情如火，但上火是病，得治。
外援在冲突事件中难辞其咎，国内球员也不

是省油的灯，就拿四川和天津的比赛来说，如果没
有刘伟先出一脚，也就不会有然后了。而比起刘
伟的冲动，“老江湖”尚平带头卷入群殴的负面影
响更大，这样的“江湖气”很容易让年轻球员看在
眼里，学在心里。

维护队内的纪律性，不光要老队员带好头，
CBA 各队主教练也得以身作则。当教练的在场
边冲着裁判抱怨几句是正常的，可动不动就去大
闹技术台，可就不是鼓舞士气而是传播戾气了。

此外，各位球员和主帅也别再总拿“因为裁判
…，我才…”来平事儿了，裁判错判是他无能，你可
以上诉，但骂人打架就是你的不对了。

是时候了，CBA 该给自己败
败火了，篮协、球队和球员此时不
要总想着把“罪魁祸首”推给对
方，应该都从自身完善开始，一起
营造良好的竞赛环境。

大
侃
台

女足雨战平阿根廷
获巴西四国赛季军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12月21日电 在21日的
巴西女足四国邀请赛季军争夺战中，中国女足在
大雨中被弱旅阿根廷队0：0逼平，最终因为循环
赛战绩更好而获得季军。

巴西队在冠军争夺战中以同样比分逼平了
美国队，由于东道主在循环赛位列头名，因此她
们斩获了冠军。

刘健曾被“阴阳合同”缠身。

许家印（左）和马云一起淘宝足球。

新成立的上港俱乐部聘埃里克森为主帅。

孙杨被禁赛，让人吃一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