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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涉嫌通過操縱比賽
涉嫌通過操縱比賽，
， 收受
不正當賄賂」
不正當賄賂
」 的已退休游泳中心
花樣游泳部前部長俞麗日前被帶
走調查。
走調查
。 業內普遍認為事件將為
體壇的反腐風暴掀開序幕。
體壇的反腐風暴掀開序幕
。 據內
地傳媒報道，
地傳媒報道
， 與俞麗一起被帶走
的還有舉重隊的一位王牌教練，
的還有舉重隊的一位王牌教練
，
「 另有運動管理中心主任
另有運動管理中心主任（
（ 司局
級）幹部同時涉案
幹部同時涉案」。
」。

■周俊在倫奧抓舉
比賽中三次試舉失
敗。
資料圖片

俞麗一事讓公眾嘩然，但
也讓人看到體壇反腐的

希望。據《體壇周報》消息，被帶走的舉重隊王牌
教練牽扯一宗倫敦奧運會中國舉重隊的醜聞。

三舉全敗創零成績紀錄
舉重隊一直是中國代表團在奧運會和亞運會上的金牌大戶，但
在選拔制度上存在的人員內定問題，也是此次中央巡視組向國家
體育總局反饋的重要問題之一。在倫敦奧運會女子 53 公斤級比賽
中，名不見經傳的湖北選手周俊三次抓舉全部失敗，最終以沒有總
成績創造了中國女舉在參加奧運會歷史上的最差戰績。周俊何以會
獲得奧運會參賽資格？
按當時的奧運選拔賽成績，48 公斤級冠軍是湖北選手田源，而 53
公斤級冠軍是湖南選手李萍（世界紀錄保持者）。但由於互聯網盛
傳「田源是雙性人」，令她意外無緣倫敦，名額被湖南籍選手王明
娟取代；但湖北方面認為，田源不去倫敦，就必須再給湖北一個參

賽
名額，於是
周俊取代李萍去了倫
敦。對此，舉摔柔中心主任馬文
廣曾解釋：「53 公斤級奧運選拔賽冠
軍是紀靜，這個奧運名額就屬於湖北。湖
北體育局認為周俊近期練得比紀靜好，我們
只能尊重他們的意見。」
在倫敦遭遇滑鐵盧後，中國舉重隊又在今年的仁
川亞運會遭遇敗仗，儘管舉重隊總教練陳文斌親自掛帥
出征，但女隊僅收穫兩枚金牌，成績着實讓人感到驚詫。

■祖爾菲亞在倫奧奪冠兼破挺舉
世界紀錄。
世界紀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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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舉倫敦奧運留尷尬
中國女舉

另有中心主任同時涉案
除舉重隊名帥外，據《中國青年報》引述知情人士消息，俞麗
事件並非孤立的刑事案件，「另有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司局級）幹
部同時涉案」。不過，這個消息並未得到官方回應。
據悉，「俞麗被帶走」與飽受爭議的全運會打分事件有關。據中
新社消息，去年全運會中，已揚名世界級大賽的四川花游「姐妹花」
蔣文文、蔣婷婷質疑全運會判罰，認為比賽被人為操控。
在雙人自由自選預賽中，遼寧隊的得分為94.688分，但在決賽中得
分為96.851分。蔣文文、蔣婷婷姐妹因為在比賽中被裁判集體壓分丟
掉冠軍後憤然召開個人新聞發佈會。她們質疑稱，同一套動作，遼
寧隊時隔一日就增加了2.2分，這種分差在國際大賽中十分罕見。
當時俞麗作為全運會花樣游泳比賽競賽委員會競賽處處長回
應稱：「裁判在打分過程中沒有違反相關總則和細則，因此最
終成績被確定為有效，維持原結果。」
該事件成為遼寧全運會期間轟動一時的爭議事件，最
終不了了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在 2012 年的倫敦奧運會上，中國舉重隊共奪 5 金 2 銀及
打破三項世界紀錄、六項奧運會紀錄。但「中國力量」周
俊零分紀錄以及湘妹子趙常玲（祖爾菲亞）為哈薩克奪金
等卻令人尷尬。
2012 年 7 月 29 日，年僅 17 歲且只有一次成人比賽經
歷的中國小將周俊，在 53 公斤級抓舉比賽，試舉 95 公
斤三次失敗，以恥辱的零成績告終。事後，國家體育總
局舉摔柔中心主任馬文廣在倫奧總結大會上將責任歸結
於競爭選拔機制，他說：「別人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
麼，我也不能說甚麼。儘管大家都是在疑問，這就是中
國的事情，它就只能這樣。」
但有網民就指責稱：「在中國選拔運動員不是看實力
的，你沒有關係，沒有後台，沒有經過潛規則，是無法參加
奧運的。這次倫敦奧運女子舉重 53 公斤級派出的是周俊，周
俊這次的成績是零分，周俊不是最強的，這個級別國內至少有
5名運動員實力在她之上，但還是派她參加。」
而最終奪得 53 公斤級倫奧金牌的是哈薩克選手祖爾菲亞。但出人
意料，祖爾菲亞竟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湘妹子。據內地媒體報道，趙常玲
出生於湖南永州道縣。2008 年應哈薩克舉重隊要求，經國家體育總局同
意，成績平平的她被湖南省體育局交換到哈薩克，加入該國國籍，代表該國
參加國際比賽。不料，倫敦奧運，祖爾菲亞一舉驚人，奪取金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去年全運會
去年全運會，
，周俊獲
得亞軍。
得亞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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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球迷盼昔日霸主重返中超
在剛剛落幕的 2014 中國
足球超級聯賽中，大連阿爾
濱隊排名倒數第二，確定降
級，這意味着在下個賽季
中，大連足球將首次無緣中
國足球頂級聯賽。記者昨日
在遼寧省大連市採訪了多位
阿爾濱隊鐵桿球迷，許多人
都為此扼腕嘆息。
這座城市曾因獲得過 8 次
頂級聯賽冠軍而被稱為中國
的「足球城」。如今，一直因足球備感自豪的大連
市民們卻感到「很受傷」。
縱觀大連阿爾濱 3 年的中超歲月，按照阿爾濱老
闆趙明陽此前的說法，球隊降級，似乎早已注定。
去年中旬，阿爾濱集團就出現了資金問題。截至

今年 9 月，大連阿爾濱的
欠薪時間已長達 14 個月之
久，球隊被拖欠薪水過百
萬的大有人在。一分錢難
倒英雄漢，這支原本就弱
不禁風的阿爾濱隊再也堅
持不住了，戰鬥力持續下
降，最終導致了足球城無
■大連球迷對球隊
中超隊的結果。
不離不棄。
不離不棄
。 新華社
但是許多大連人仍期待
着昔日足壇霸主能捲土重
來。54 歲的鐵桿球迷王立娟認為，從某種角度來
看，如今的困境也許會讓大連足球更成熟。「降級
也許是另一種重生，大連足球需要反思的時候到
了，身處低谷的阿爾濱隊應該痛定思痛，總結經驗
和教訓，這樣才能進步。」王立娟說。 ■中新社

中超年度頒獎 艾傑臣
艾傑臣膺兩項最佳
膺兩項最佳

中超各獎項得主
最佳球員

艾傑臣（
艾傑臣
（廣州恒大
廣州恒大）
）

最佳射手
最佳教練

艾傑臣（廣州恒大
艾傑臣（
廣州恒大）
）
文沙奴（
文沙奴
（北京國安
北京國安）
）

本土最佳射手
最佳新人

武磊（上海上港
武磊（
上海上港）
）
劉彬彬（
劉彬彬
（山東魯能
山東魯能）
）

最佳守門員
最佳裁判

王大雷（山東魯能
王大雷（
山東魯能）
）
譚海

最佳陣容
前鋒：
前鋒
：艾傑臣
艾傑臣、
、武磊
中場：
中場
：鄭智
鄭智、
、莫雷諾
莫雷諾、
、達維
達維、
、張稀哲

鄭智入選亞洲盃五大領袖

李宗偉親證B瓶尿樣檢測

後衛：鄭錚
後衛：
鄭錚、
、徐雲龍
徐雲龍、
、金英權
金英權、
、張琳芃
門將：
門將
：王大雷

2014中國足協超級聯賽（中超）頒獎典禮昨
晚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廣州恒大外援艾傑臣
獨攬最佳球員和最佳射手兩項大獎，北京國安
主帥文沙奴則力壓廣州恒大的納比榮膺最佳教
練。
2014 賽季中超聯賽共設有 15 個獎項，其中
最引人關注的最佳球員和最佳射手兩項大獎被
恒大前鋒艾傑臣獨攬。本賽季，這位巴西射手
共取得28個入球，打破了李金羽保持的中超單
賽季進球紀錄，是恒大中超四連冠的關鍵人
物。由於妻子分娩，艾傑臣未能親臨昨晚的頒
獎典禮。
■廣州恒大捧得中超冠
儘管意大利名帥納比帶領恒大第四次問鼎中
軍獎盃。
軍獎盃
。
新華社 超，但最佳教練獎卻被北京國安主帥文沙奴奪
得。本賽季，文沙奴首次執教國安，便刷新了
球隊史上最高積分和連勝紀錄，並且直到最後一輪還保持着奪冠希望。
另外，昨日下午，中超全明星義賽在清華大學舉行。原定的28名全明星球員
中竟有11人缺席，使得中超明星賽多少有些星光暗淡。結果經過一番較量，雙
方以3：3握手言和，其中林裕煥、達維與張成林為南方隊破門，而為北方明星
隊破門的分別是央視少兒頻道主持人毛毛蟲，另外馮仁亮梅開二度。
本屆中超全明星賽的參賽者由中超球星、文體明星、學生以及社會人士組
成，全部收入，將捐獻給中國宋慶齡慈善基金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男足亞洲盃官網 5 日評出 2015 年亞洲盃五大
領袖，2013 年亞洲足球先生、中國國家隊隊長
鄭智入圍。該網站對鄭智的評價是：「中國隊

廣東雙雄掃陰霾

要想從小組出線，需要隊長鄭智的統帥。」與
鄭智一同上榜的還有烏茲別克的傑帕羅夫、有
「中國男足剋星」之稱的伊拉克隊鋒線老將尤

迎 CBA 首勝

尼斯、伊朗球星內科南以及澳洲的耶迪納克。
2015 年亞洲盃將於明年 1 月 4 日至 26 日在澳洲
舉行。
■中新社

張繼科罰款設公平競賽獎
國際乒聯 5日宣佈，張繼科因為在男乒世界盃
決賽獲勝後踢壞廣告牌而遭到的 45000 美元罰
款，這筆錢將用於建立公平競賽獎。張繼科表
示，希望這一年度獎項能夠「獎勵在場上和場下
展現出良好意志品質的運動員」。在與馬龍上演
一場七局大戰贏得男乒世界盃後，張繼科踹壞兩
塊廣告牌激情慶祝，事後國際乒聯對其處以罰沒
45000美元冠軍獎金的處罰。
■新華社

■馬來西亞羽壇
馬來西亞羽壇「
「一哥
一哥」
」
李宗偉。
李宗偉
。
資料圖片
據馬來西亞媒體 6 日報道，A 瓶尿樣檢測呈陽
性的馬來西亞羽毛球頭號球星李宗偉已飛赴挪
威，並於挪威當地時間 5 日親眼目睹了其 B 瓶尿
樣在奧斯陸一家實驗室開瓶檢測的全過程，檢
測結果有望於當地時間日內出爐。馬來西亞媒
體報道，李宗偉在 8 月下旬的世錦賽期間，A 瓶
尿樣被發現含有違禁藥物地塞米松。 ■新華社

■易建聯
易建聯（
（右）轉身擺脫
防守隊員。
防守隊員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CBA
（中國男籃職業聯賽）5 日晚結束第二
輪常規賽的爭奪。廣東隊客場迎戰吉
林，面對對方三外援的強悍防守，廣
東全隊發揮出色，終於迎來新賽季的
首場勝利，以 135：111 大比分戰勝對
手。在同時進行的另一場比賽中，東
莞隊小勝山東同迎首場勝利。
本賽季首場比賽中廣東隊大比分輸
給北京隊，令全隊上下都遭受到外界
質疑。本場比賽廣東隊未受輸球的影
響，開場即迅速進入狀態，主教練策
略、球員發揮及外援配合都相當出

色。進攻端較首場比賽有較大改善，
6 人得分上雙。小外援穆迪埃表現不
俗 ， 奪 得 29 分 ， 證 明 了 自 己 的 實
力。
易建聯依然是全隊發揮最出色的球
員，得 31 分、13 籃板。吉林隊實力同
樣不容小覷，雖然廣東隊賽前針對瓊
斯制定了全方位盯防戰略，但全場得
分王仍毫無懸念的歸屬奪得 44 分的瓊
斯。他無疑將成為本賽季最具殺傷力
的球員之一。
同樣在第二輪迎來勝利的還有東莞
隊，最終以97：94險勝山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