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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盡全力比賽 疑走線避內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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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于洋和王曉
理被取消奧運資
格的消息傳出，國
羽歷來最穩的一枚
金牌，成為了本屆5
金當中最懸的一
枚！
女雙歷來是中國羽
毛球隊的傳統優勢項
目，國羽在奧運會上
的首枚金牌便是由女雙組合所得。
此後，中國隊包攬了歷屆奧運會的
女雙金牌，隨 于洋/杜婧在北京奧
運會奪金，就此實現了在這個項目
上的4連冠，這也是國羽奪得金牌數
最多的一個單項。
新奧運周期，于洋/王曉理是女雙
的一對王者組合。兩人自去年的中
國大師賽才開始搭檔，立刻展現出
驚人的霸氣，迅速成為世界第1，尤
其是在2011年奪得了包括世錦賽、6
站超級賽、年終總決賽在內的10個
冠軍，全年沒有出現一場外戰賽失
利，也是世界羽聯排名系統近幾年
為數不多的一對世界排名積分超過
10萬大關的組合。
這樣在于洋/王曉理被取消比賽資
格之後，中國隊僅剩田卿/趙芸蕾這
一對組合，兩人是當今的世界第2女
雙，但狀態一般，她們在接下來的
比賽當中將面對非常大的壓力，恐
不能為中國隊帶來這枚最穩的金
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世界第2女雙田卿(左) / 趙芸蕾。

韓中印4對女羽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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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點國羽歪風
倫敦奧運會上國羽女雙因為消極比賽受到質
疑，如果說這是中國體壇歪風現象的縮影，那麼
類似的事也並非一例。為了中國羽隊利益而選擇
「讓球」
，從歷史上看這並不是孤例，就拿奧運會
來說，葉釗穎、周蜜都曾留下了傷心的淚水。

葉釗穎淚灑悉尼
國羽在歷史
上第一起比較
著名的「讓球」
事 件 出 現 在
2000悉尼奧運
會上。在女單
準決賽，女單
一姐葉釗穎(見
圖)以兩局8：11的比分乾脆利索的輸給隊友龔智
超，在整場比賽中葉釗穎都面無表情。原來，葉
釗穎對決賽對手馬爾廷負多勝少，但是龔智超對
馬爾廷幾乎屢戰屢勝。事後多年這得到了國羽總
教練李永波的驗證，「我們承諾如果龔智超奪
冠，給葉釗穎相同的奧運冠軍待遇，當時她哭
了，但最後還是願意尊重隊伍的決定。」

規則有漏洞
倫敦奧運會羽毛球項目進行女雙小
組賽最後一輪爭鬥，出現故意輸分消
極做法，由此也引申出運動本身的純
潔性應該怎樣維護這一話題。羽球副
裁判長承認：
「新賽制規則存在漏洞。」
本屆奧運會，將以往的單淘汰賽制
改為小組賽加淘汰賽的賽制，使隊員
有機會選擇對手。消極比賽的現象與
賽制的改變不無關係。奧運會羽毛球
比賽副裁判長李開榮在接受內地媒體
採訪時表示，「主要是今年我們改變了
比賽的制度，就是有分組。分組之後
呢，造成選手會有意挑對手這種情況。
從我個人來說，我覺得（規則）確實有
一點漏洞，本來出發點是好的，就是為
了讓更多國家能夠參與到奧運比賽當
中來，多一些比賽場次，讓觀眾也能
欣賞到更多。但是現在發展到現在這
個情況，就違反了我們比賽的精
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周蜜雅典讓張寧
2004年雅典
奧運會，當時
周蜜(見圖右)與
張寧打響女單
準決賽，勝者
將在決賽迎戰
張海麗。第1局
進行得極為激
烈，最終張寧先下一城，然而來到第2局，場上
風雲突變，周蜜很快就敗下陣來，輸掉比賽了，
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李永波總教練事後回憶道，
「張寧狀態要更好，關鍵是對陣張海麗戰績也不
錯，所以第1局結束的時候就讓周蜜不要拚了，
使得張寧保留體力拚決賽。」

陳金爭議進奧運
今年4月份的亞錦賽
上，陳金(見圖)面臨 衝
擊奧運名額的關鍵一戰。
準決賽還未開打，林丹便
因腰傷退賽，這樣陳金不
戰而勝挺進決賽。在決賽
當中，陳金又直落兩局輕
鬆擊敗另一位隊友杜鵬
宇，拿到了關鍵的一站冠
軍，搭上了倫敦奧運會的
末班車。在2011年的國際賽事中，中國選手共相
遇99次，其中20次以一方棄權或中途退賽收場；
而在全部「外戰」中，中國選手的退賽率僅為
0.21%。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韓國教練成漢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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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教練：
中國始作俑者
在倫敦奧運會羽毛球小組賽中，中
國、韓國羽毛球隊的女雙組合涉嫌消
極對待比賽，比賽中求勝慾望不強，
導致溫布萊體育館的觀眾噓聲連連。
賽後，韓國回應消極比賽：「中國先
開始的。」
韓國隊總教練成漢國表示：「韓國
隊和印度尼西亞隊實際上在做同一件
事情，是中國組合先開始這樣做的，
世界第1的組合怎麼可以這樣做，他
們比賽的態度太惡劣。如果她們能打
出奧運水平，這件事就不會發生。」
成漢國再指出：「這次比賽的抽籤太
過複雜，中國隊這樣做，是因為不想
讓他們的兩對組合在準決賽中提前相
遇，所以我們跟 做，我們也不想在
淘汰賽中再遇韓國同胞。國際羽聯應
該對此有所表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鄭景銀/金荷娜(左)最終贏下比賽。

法新社

倫敦奧運會羽毛球女子雙打
小組賽最後一輪比賽中，中國
組合于洋/王曉理對韓國組合鄭
景銀/金荷娜及另一韓國組合河
貞恩/金旼貞對印尼組合波利/嬌哈利的比賽
中，被指消極比賽；最終在國際羽聯召開
聽證會後，確定這4對組合「沒盡全力比
賽」，以及「做出明顯損害體育的行為」，
全部被取消奧運資格。至於中國代表團已
經展開調查，待出結果後作出相應處理。

消極比賽爭議回放

8月1日 03:05
于洋/王曉理輸球 失誤多
8月1日 05:25
于洋回應：為淘汰賽留力
8月1日 06:18
中韓羽隊回應消極比賽
8月1日 06:26
新華社：國羽輸球又輸人
8月1日 06:31
韓國隊被指故意下網在先
8月1日 08:01 韓聯社：中國羽球隊惡意耍手段
8月1日 08:04 國際羽聯即將舉行聽證會
8月1日 10:45 中國代表團回應責成調查
8月1日 11:08 羽聯指控8名運動員消極比賽
8月1日 16:55 羽聯主席道歉：這事令人羞恥
8月1日 20:09 8名消極比賽球手被取消資格

■韓國組合河貞恩/金旼貞(上)與印尼組合波利/嬌哈利。

中組比賽中被丹麥組合萊特/
國女雙組合田卿/趙芸蕾在D

彼德森擊敗，最終只位列D組第
2；如果此前兩連勝的中國組合于
洋/王曉理擊敗韓國組合鄭景銀/
金荷娜，那麼于/王將獲得A組頭
名。根據淘汰賽對陣規則，A組第
1和D組第2將在淘汰賽中同處上半
區，如果兩對中國組合順利闖過8
強賽，將在4強中相遇。與此同
時，鄭景銀/金荷娜也有可能和C
組的韓國隊友河貞恩/金旼貞在8
強中相遇。
為了避開提前與本方隊友在淘汰
賽中相遇，中國組合于洋/王曉
理、韓國組合鄭景銀/金荷娜以及
河貞恩/金旼貞與印尼組合波利/嬌
哈利，都選擇了消極對待比賽；這
4對組合在場上缺乏鬥志和求勝
欲，擊球不是下網，就是出界。實
在看不下去的裁判提出了干涉，近
6,000名觀眾不時發出噓聲。
結果是，于洋/王曉理不敵鄭景
銀/金荷娜。

韓隊率先發球下網
賽後被指消極比賽，中國隊內
部人士解釋，比賽開始後，是韓
國組合先發球下網，讓中國隊感
覺他們像是在消極比賽。又辯
稱，王曉理在賽前熱身時右膝不
慎受了小傷。
對於被指控，賽後于洋表示：
「我們是第一次和他們打，加上下

仗就是淘汰賽，我們小組已經出
線，所以我們希望有更多的體力
和精力面對淘汰賽，沒必要再拚
了，作為職業運動員，我們很無
奈。但我們要拿好的成績，所以
我們要保存體力，希望接下來的3
場比賽中發揮得更好。」

國際羽聯召開聽證會
就消極比賽一事，國際羽聯賽後
決定指控這4對組合「沒盡全力比
賽」，以及「做出明顯損害體育的
行為」；在經過聽證會之後，決定
取消她們的奧運參賽資格，並不是
以更加嚴厲的方式驅逐出奧運會，
國際奧委會亦表示支持。
于洋/王曉理是中國羽毛球女雙
的頭號組合，其中于洋曾和杜婧
搭檔，奪得北京奧運會羽毛球女
雙的冠軍。
而就此一事，中國體育代表團
發言人表示，中國奧委會歷來提
倡在體育比賽中發揚奧林匹克精
神，弘揚公平公正競爭的體育精
神，反對任何理由、任何形式的
違反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的行為
和做法。中國體育代表團已責成
有關負責人對事情的原因和經過
展開調查，依據對于洋/王曉理此
場比賽的調查結果，做出相應的
處理。另外，印尼及韓國奧運代
表團團長表示將會提出上訴；而
中國隊暫未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啟剛

新華社：奧林匹克精神何在！

輸球又輸人，丟人丟到家了！倫
敦奧運會羽毛球女子雙打賽場上，
ി 排名世界第1的中國選手于洋和王
曉理在A組最後一場比賽中，對陣
韓國選手鄭景銀和金荷娜。賽場上
居然發生了誰都不想贏球的怪事！
這個反常現象令全場6,000餘名觀眾發出陣
陣噓聲。
主動求輸，在國內的籃球、足球賽場上
出現過，在女排的國際賽場上有過先例，
中國羽毛球隊為了保名額、雙保險，以往

也出現過類似情況。故意輸球以避開強
手，這種現象在中國體壇已經見怪不怪。
這類做法的確不違反比賽規則，常常被解
釋為聰明的策略和戰術，既然規則允許，
對保金牌有利，為何不能採取？
但是，這類做法骨子裡卻戕害了體育精
神和道德，是赤裸裸的為金牌而金牌的行
為，而且極不尊重觀眾，最終即使贏得金
牌，也會廣遭詬病。
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在本屆開幕式上講
過一句話：「贏得勝利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你如何比賽」
。
受「唯金牌論」的影響，我們競技體育
界的個別官員和教練，把比賽的輸贏看得
重於一切，為了金牌，常常做出令運動員
形象受損，缺失體育精神的事情。其實，
我們的運動員往往是無辜的，他們也是受
害者。
今天賽場上發生的一切，值得我們反思
和警醒。現場6,000多名觀眾的噓聲代表了
什麼？我們是保一塊金牌重要，還是維護
中國形象，弘揚奧運精神重要？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