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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华山一条道”化为幻影
上港争冠希望仅剩中超赛场，轮换和管理成为球队前行之关键

一场 5 比 1 的大胜， 让上港队主

帅佩雷拉肩头的压力顿时轻了不少，

葡萄牙人赛后有意无意地提醒外界注

意本队在世界杯结束后表现得非常

好，虽然在足协杯被淘汰出局，但从比

分来看 “上港击败了强大的国安和人

和，而且在过程中表现出了高水准”。

为胜利庆祝无可厚非， 大胜的确

给球队带来了急需的自信和士气，但

如果从全局来看， 上港目前所面临的

形势却空前严峻。亚冠止步十六强、足

协杯无缘四强，让赛季前“争取多赢两

场比赛”的目标已经失败了一大半，中

超联赛成了球队争冠的唯一希望。“我

们的确失去了在两条战线争冠的机

会，这是坏事，也是好事。”上港队长王

燊超表示，“好的方面就是接下来我们

能够放下包袱，全力去拼联赛。 ”上港

力争联赛冠军的希望确实不小， 但前

提条件是俱乐部和球队必须在一些环

节上作出改变，唯有如此才能让“华山

一条道”不成为海市蜃楼。

体能成为最大制约

将时针拨回一年前的 8 月 16 日，

那一天的上海炎热异常， 但就在这样

一个闷热潮湿的夜晚， 上港却在足协

杯半决赛首回合主场 2 比 1 击败广州

恒大。“为什么去年上港能在同样炎热

的天气中击败恒大， 今年却在多休息

了三天的情况下被北京国安压得喘不

过气？”这是一位上港铁杆粉丝在球队

足协杯出局之后所提出的疑问。 事实

上， 上港球员们也非常清楚目前球队

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客场 5 比 1 击败

北京人和后，武磊便说了这样一句话：

“只要体能有保证，我们可以击败任何

对手。 ”但关键问题是，上港如何让每

一位首发球员始终保持充沛的体能？

如果将时间跨度拉长到整个赛季

便能发现， 上港队今年的备战工作从

一开始就存在着隐患。 因为要参加亚

冠资格赛， 上港队本赛季的冬训海外

拉练只有短短三周，时间短暂，且佩雷

拉又是新帅， 让球队未能在关键阶段

累积下足够厚实的体能储备。“从训练

强度来看， 佩雷拉和博阿斯的差异比

较明显。 ”一位上港队员透露，博阿斯

的训练强度经常让自己累得吃不下

饭， 而佩雷拉更喜欢在训练中抠战术

细节，“抠细节对于球队的技战术体系

当然非常有帮助， 但肯定会花费很多

时间。 ”世界杯休战期间，上港俱乐部

为球队安排了一次葡萄牙海外拉练，

很多人原本都以为佩雷拉会利用这次

机会给球队拉一拉体能， 但最终葡萄

牙人仍选择了以技战术训练为主线。

目前来看， 上港已没有了改变球

队体能储备情况的机会， 因此如何进

行合理有效的阵容轮换成了佩雷拉手

中仅有的选项。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客

场对北京人和一战中， 佩雷拉终于改

变了以往对首发阵容一人不换的固

执， 轮换了三名球员。 葡萄牙人尝到

甜头后也当即表示， 将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更多地给替补球员机会。 虽然只

剩联赛一条战线， 但在接下来的一个

月里上港队要踢七场比赛， 如果没有

合理的轮换机制， 结果可想而知。

管理力度亟需加强

世界杯开始前， 上港在足协杯四分

之一决赛首回合较量中客场 1 比 2 不敌

北京国安， 赛后佩雷拉特别提到了胡尔

克的问题，“我对这场比赛没有什么不满

意的地方 ， 除了胡尔克吃到的那张黄

牌。”因为那张毫无必要地向主裁判抱怨

而领受的黄牌， 上港队的关键先生无缘

与北京国安的次回合较量， 进而导致球

队以毫厘之差无缘足协杯半决赛。

胡尔克加盟上港后， 他喜欢在球场

上与裁判争执的特点令外界印象深刻。

赛季开始前， 俱乐部高层曾专门与胡尔

克讨论过这一问题， 希望后者能在场上

控制情绪， 为此球队甚至将队长袖标交

到了他手里。联赛开始后，一度将更多注

意力放到比赛本身的胡尔克帮助上港豪

取中超开局六连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坏毛病似乎又慢慢回来了。按理说，刚刚

在足协杯比赛中承受过切肤之痛的胡尔

克应该有所觉悟， 但上周六他却又一次

在与北京人和的比赛中领到了一张毫无

必要的黄牌，原因同样是与裁判争执。

本赛季亚冠小组赛末轮对墨尔本胜

利， 上港在锁定第一的情况下本不想让

胡尔克随队出征客场， 但后者的一再坚

持让佩雷拉最终将其带往悉尼， 并在第

45 分钟派他替补登场。 失去了宝贵休整

机会的胡尔克在此后的联赛中状态低

迷，上港接连战平泰达、不敌长春，随后

主场对北京国安时， 连续作战的胡尔克

拉伤下场。这次受伤导致的连锁反应是：

失去重要攻击点的上港在亚冠八分之一

决赛首回合客场1 比 3 不敌鹿岛鹿角。

大牌外援的实力毋庸置疑， 但俱乐

部是否拥有足够的经验和手腕去管理好

这些球员更为重要。 上港接下来需要解

决的另一个难题， 就是如何让大牌外援

更服从管理。

“法理纠缠情理”所引发的一场争议
两名越野赛选手因帮助他人而被判定犯规遭取消成绩

高海拔越野赛从来不是普通人的

游戏， 在巍峨屹立的山川与自然的不

可预知面前， 再老到的经验、 多精湛

的技术都无法改变人类的渺小。 正因

为此， 西班牙知名的比利牛斯山超级

越野赛才会在赛会规则的紧急事项一

栏如是规定， “当其他选手需要帮助

时， 参赛者必须根据自身知识与能力

施以援手， 若视而不见， 视同严重违

规， 将被处罚。”

不以规则考验人性， 是西班牙人

将这一准则书写成文的意义所在， 这

似乎适用于有关人类活动的一切场

景， 但高海拔越野赛有着独特性———

有时， 帮助别人可能意味着让自己身

处险境。 基于这一缘故， 部分国内赛

事才会在其参赛规则中要求选手 “全

程携带强制性装备”。 两者间的矛盾

显而易见， 倘若有选手为了帮助他人

而外借强制性装备， 是否该为此遭受

处罚？

两周前举行的顶石 100 公里超级

越野挑战赛·雅拉雪山站中， 这一假

设成为现实。 女子组率先冲线的郑文

荣因在抵达 CP8 （第 8 检查点） 前将

移动电源外借而被取消成绩， 而原本

第三位的傅晓蕾也遭受了同样的处

罚， 原因是在同行选手杨建国主头灯

电量不足、 备用头灯无法应对雨雾天

气的情况下， 将自己的备用头灯外借

两个小时。 表面看来， 此间引发的争

议更像是一场法理与情理的交锋， 而

舆论的风向也一度指向两位接受帮助

的男选手， 认为他俩应选择退赛并向

组委会寻求帮助。 但事实似乎并非看

起来那么简单。

理想情况下， 男选手退赛并向组

委会寻求帮助， 是既顾全自身安危，

又不将两位女选手置于舆论漩涡的完

美做法， 而且组委会也确实为选手提

供了求助的渠道。 然而， 每况愈下的

能见度、 湿滑的山路， 决定了受困选

手若不就近寻求帮助， 唯有原地等待

救援团队的到来。 “大雨滂沱， 气温

逐步下降， 原地等待救援会伴随着失

温等一系列问题 。” 据杨建国回忆 ，

这是当初自己未选择向组委会求救的

主要原因， 而他的成绩最终也因 “接

受非组委会提供的支持” 而遭取消。

这一处罚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但杨建

国触发的违规条款背后传达着争议的

信息———在这场事实证明选手确实可

能身处险境的越野赛中， 帮助他人的

行为是不被组委会所提倡的， 即便这

或许牵涉参赛者的人身安全。 这一点

也直接反映在郑文荣赛后不解的抱怨

中， “好心把充电宝借给别人用了，

就直接被罚， 竟然还说比赛中不可以

帮助别人。” 对于所谓帮助， 组委会

也未提出明确界限。 如果按照文字本

意 ， 在越野赛事中最常见的跟随行

为， 或许也有与他人共享导航设备的

嫌疑。

到此为止， 仅从程序正义而言，

组委会的立场仍站得住脚。 尽管规则

传递的价值观有待商榷， 但参赛意味

着接受一切成文的规则。 真正的问题

在于， 如果规则条款经不起推敲呢？

在组委会发布于诸多第三方平台的赛

事规则中， 被列入强制装备范畴的是

“头灯”， 而非赛事官网所提及的 “头灯

及备用头灯”； 对于强制性装备的使用，

组委会最初使用的措辞是带建议成分的

“需”， 而非强制性的 “须”； 从杨建国

不足以应付雨雾天气的备用头灯不难看

出， 组委会对于名目繁杂的强制性设备

并未设立规格要求， 令所谓的装备检查

形式多于实质。

这场顶石 100 公里赛所引发的一系

列争议， 在国内不断壮大的越野赛事中

并不典型。 多位有着丰富参赛经验的选

手均在事发后表示， 从未听闻过曾有选

手因施以援手而遭取消成绩的事情。 但

事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 多少反映出了

这个行业的隐患所在———既无统一的规

则标准， 又缺乏有着足够权威与公信力

的仲裁机构。 后者的缺失， 直接导致了

部分自认手握 “最终解释权” 的赛事组

委会面对争议时的傲慢态度。

在被取消成绩后， 傅晓蕾提交了申

诉以及 500 元的申诉费用， 她曾多次尝

试联系组委会， 却只在最初收到过赛事

总监不便表态的回复， 直至组委会在赛

事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布了维持原本裁定

的仲裁意见。 记者曾尝试通过该平台联

系组委会， 但未得到回复。 这份简短的

仲裁意见对于当事人所提及的诸多争议

点， 仅仅回应了其中两点， 且只是简单

地指出该行为所违反的具体条款名称，

并未详细解释。 事实上， 无论行文或是

格式， 组委会所回应的内容都更像是一

则声明， 甚至从始至终均未出现仲裁委

员会五位成员的签名。 仲裁委员会成员

都有着相当的专业背景， 但部分人士在

赛事组织中担任重要角色， 与仲裁事件

本身有着无法割裂的关系。

对此， 傅晓蕾曾提出寻求第三方仲

裁机构的诉求。 只不过， 在如今缺乏行

业领导者角色的越野圈， 能令双方都感

到信服的第三方机构或许根本就不存

在。 当资本与社会对原本小众的越野赛

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时， 一项项新赛事

如雨后春笋般诞生， 而这个市场也逐渐

暴露出缺乏专业规范的指导与监管的问

题。 这次顶石 100 公里赛所引发的争议

不是第一次， 更不会是最后一次。

一周观察

■本报记者 陈海翔

顶石 100 公里超级越野挑战赛雅拉雪山站是一场国内顶级越野赛， 这次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周琛摄

上港队将队长袖标交予胡尔克， 就是希望巴西明星发挥更大作用， 但他仍难改爱与裁判争论的老毛病。 视觉中国

■本报记者 谢笑添

世界跆拳道中心无锡揭幕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继去年创办

跆拳道大满贯赛事后， 无锡市又于近日

迎来了世界跆拳道（无锡）中心的揭幕。

这是世界跆拳道联盟除首尔总部和洛桑

联络处之外设立的唯一一个官方分支机

构， 也是国际奥委会旗下的国际体育单

项组织首次在中国设立全球业务运营中

心。世界跆拳道联盟主席赵正源、国家体

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 中共无锡市委书

记李小敏等嘉宾出席了揭幕仪式。

正式投入运营后， 无锡中心将引入

世跆联区域行政总部、 世跆联运营总部

和世界跆拳道大学等项目， 以培训、教

育、 发展和市场四个业务版块作为重心

开展工作， 致力于推动跆拳道运动在全

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按照规划， 未来几

年， 将有数以万计的跆拳道界专业人士

在无锡中心接受技能提升、职业发展、兴

趣拓展等领域的教育培训。 作为无锡中

心的核心业务之一， 世跆联希望在中国

开展赛制改革、规则创新、商业创新等诸

多研发工作， 将在中国取得的成功经验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推广。事实上，去年跆

拳道大满贯赛试行的一些规则已成为世

跆联的正式通用规则， 这些改变也被称

作“无锡规则”。此外，世跆联还希望无锡

中心能成为未来全球跆拳道运动传播领

域中的内容生产与分发中心。 跆拳道大

满贯赛事落地后， 最高水准的信号制作

标准和设备均已被应用到比赛转播中。

而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首届世

界跆拳道团体世界杯锦标赛在无锡圆满

收官，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一金三银一

铜。其中，中国两支女子队伍包揽了女子

团体项目的冠亚军， 充分展现中国女子

跆拳道强劲的整体实力。 男子团体项目

和混合团体项目的冠军分别由韩国队和

俄罗斯队获得。

中国壁球公开赛晋升顶级巡回赛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从埃及金

字塔、 纽约中央火车站， 到伦敦塔桥、

巴黎凯旋门， 走遍世界名胜的世界职业

壁球巡回赛 （PSA tour） 如今也来到了

上海———经历四年耕耘 ， 2018 年摩根

大通中国壁球公开赛今年正式升级为

“PSA 世界巡回赛金牌赛事”。

这场壁球顶级赛事将于 9 月在黄浦

江畔的上海半岛酒店拉开帷幕， 来自全

球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8 名顶尖壁球选

手将向冠军发起冲击。 作为金牌赛事，

本次比赛将分别邀请男女积分最靠前的

24 位选手参加 ， 同时为东道主提供男

女各一张外卡名额。 这一次来到中国的

选手将包括现女子世界排名第一的努

尔·艾尔舍比尼， 以及实力强劲的男子

名将西蒙·罗森纳。

随着顶级赛事的落地， 中国壁球也

加快了发展步伐 。 作为本次赛事承办

方 ， 盛力瑛才自 2014 年起率先成为

“中国壁球队训练基地” 和 “中国壁球

队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五年来， 许多

优秀壁球选手从这里成长， 在各项国际

性青少年赛事中取得不俗成绩， 这批球

员被外界称为 “小红人”。 本次赛事发

布会上， 中国壁球队队员李东锦和王骏

杰作为球员代表向 “小红人” 代表赠送

了带有历届冠军签名的比赛用球。 在即

将赴雅加达参加亚运会的李东锦看来，

这是中国壁球的一种传承， 对于这项赛

事她亦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和中国公

开赛共同成长， 赛事级别越来越高， 越

来越多顶级选手来到这里， 我们也有了

更多和顶级选手切磋的机会。”

世界杯竞彩销量较上届增258%

累计销售463.4亿元，筹集公益金83.4亿元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俄罗斯世界杯

为球迷们留下美好回忆， 彩民的热情参

与也让体彩竞彩游戏刷新多项数据。 截

至7月15日，俄罗斯世界杯期间竞彩游戏

共计销售463.4亿元， 筹集公益金83.4亿

元。 其中，竞彩足球销售455.9亿元，名次

销售4.5亿元，占全部竞彩销量的99%以

上。相比上届世界杯，本届世界杯期间的

竞彩销量增长334亿元，增幅达258%。

据统计， 今年以来竞彩游戏的总销

量为860.6亿元，已超过2017年竞彩的全

年销量。 世界杯期间的463.4亿元销量占

今年销量的53%以上， 高于竞彩2014年

全年440亿元的销量， 接近2015年493亿

元的年销量。

日销量方面， 本届世界杯期间， 竞

彩游戏的日均销量在 14 亿元左右， 几

乎与今年以来的周销量持平 。 7 月 15

日世界杯决赛日 ， 竞彩单日销量达

27.38 亿元， 创单日销量新高。 第四个

比赛日 （6 月 17 日） 销量 23.18 亿元，

列历史第二位。 在本届世界杯前， 单日

销量纪录是 2014 年巴西世界杯决赛日

创下的 8.74 亿元。

从场次来看，世界杯开始后，单场销

量纪录一破再破。半决赛之前，单场销量

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乌拉圭VS法国、巴

西VS比利时、俄罗斯VS克罗地亚。其中，

乌拉圭对阵法国一役的销量为8.31亿

元。半决赛开始后，单场销量再度大幅度

提升，两场半决赛、三四名决赛和决赛的

单场销量均超过10亿元， 其中法国与克

罗地亚的决赛单场销售26.68亿元。 在本

届世界杯之前的竞彩单场销量纪录由

2016年法国欧洲杯决赛 （法国VS葡萄

牙）保持，销量为4.49亿元。

销量大幅提升，彩民收获满满，按理

论返奖率73%计算， 世界杯期间竞彩游

戏销售463.4亿元，彩民共收获奖金338.2

亿元。与此同时，体彩持续为公益事业蓄

力。本届世界杯期间，竞彩游戏共筹集公

益金83.4亿元。 这些公益金将与其他彩

票公益金一起用于各项社会公益事业，

包括助力中国足球重返世界杯舞台。

NFL来华十周年

本报讯 2008年，NFL （美国职业橄

榄球大联盟） 以腰旗橄榄球的方式首度

走入中国。十年来，这项要求球员在腰间

系上腰旗、 以扯掉持球队员腰旗来代替

冲撞的安全运动在国内影响力不断扩

大。 NFL腰旗橄榄球赛从过去仅有大学

生组， 发展到如今贯穿学龄前儿童到公

开组的七个组别，参赛队数量逾300支。

在十周年的特殊节点 ，NFL在中国

的发展又有新进展。 近日，NFL职业橄榄

球大联盟中国区授权天行达阵青少年橄

榄球学院作为NFL中国腰旗橄榄球赛官

方独家运营合作伙伴， 西雅图海鹰队明

星四分卫拉塞尔·威尔逊出席签约仪式。

据央视索福瑞调研数据，2015年中

国已拥有1900万NFL橄榄球运动爱好

者，大部分分布在一线城市，其中约100

万人属于铁杆球迷。 这一群体规模在过

去五年中增长了11倍。 （谢笑添）

青少年航海模型赛落幕

本报讯 2018年全国青少年航海模

型锦标赛近日在位于上海临港的中国航

海博物馆落幕， 共有来自全国15个省市

46支代表队的551名运动员参赛。为期五

天的比赛中， 选手们在23个航海模型项

目中角逐35个组别的奖牌。

航海模型运动在我国拥有众多的爱

好者， 融竞技、 科技、 健身、 益智、 娱

乐于一身， 具有观赏性强、 科技含量高

等特点。 本次大赛共设仿真模型、 仿真

航行模型、 动力艇模型、 耐久模型、 帆

船模型等五个大类， 从静态模型到动态

模型， 从个人操纵竞赛到团体接力赛，

让选手们在赛场上亲身感受科技模型体

育的魅力。 开幕式当天， 中国国家航海

模型表演队将一支由当今世界著名战舰

模型组成的两栖特混编队开到了活动现

场， 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

视觉盛宴。 （陈海翔）

全民健身高峰论坛召开

本报讯 2018 年中国全民健身高峰

论坛日前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来自体育机构的代表、 专家学者、 体育

明星等业界人士共聚一堂， 探讨全民健

身未来发展方向、 促进产业合作。

作为咪咕全民健身节的重头戏， 论

坛就体育新生态下的产业机会、 健身革

命和赛事升级展开讨论。 国家体育总局

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范广升表示， 举

办咪咕全民健身节就是针对全民健身新

时代的背景 ， 集政府 、 社会 、 市场力

量， 为全民健身更好发展搭建平台。

论坛交流中， 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

司长刘扶民提出， 在全民健身热潮下，

健身休闲产业迅猛增长， 体育消费作为

新的消费领域， 必须用市场化方式来满

足百姓需求。 退役后投身体育产业的体

操奥运冠军陈一冰， 将目光聚焦于运动

康复领域。 在他看来， 科学健身需要体

医结合， 让能开运动处方的医生为健身

爱好者提供专业的康复指导。 而目前担

任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的花滑

世界冠军陈露， 则对冰雪运动和赛事在

中国的发展进行解读， 并提出以创新体

育娱乐推动冰雪运动的全民化。 （谷苗）

崇礼168超级越野赛举行

本 报 讯 由 知 名 户 外 服 装 品 牌

Columbia冠名赞助的第二届Columbia崇

礼168国际超级越野赛日前在河北省张

家口市崇礼区举行。

作为中国规模最大、 参赛人数最多

的百英里越野赛，本届崇礼168国际超级

越野赛吸引了逾3000名跑者参加。 今年

比赛将参赛组别调整为 ：UTC （168km）

组、DTC（100km）组、MTC（70km）组、ETC

（35km） 组， 累计海拔爬升分别为8142

米、4967米、3341米及1703米， 以满足不

同量级跑者的需求。 完赛选手可获ITRA

（国际越野跑协会）相应积分，同时将得

到国际顶尖越野跑赛事UTMB （环勃朗

峰超级越野赛）资格积分。 （京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