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箭退役姚明球衣？
近九成美球迷表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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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姚明正式宣布结束球员生涯后，

他的球衣是否会在休斯敦火箭退役成为

了媒体和球迷讨论的热点问题。《韧性之

城》昨天针对这个疑问进行了球迷投票，

结果
!"!

的投票球迷看好火箭将姚明

的球衣退役，球迷表示姚明有资格入选

篮球名人堂，他的球衣在火箭退役顺理

成章。

姚明正式宣布退役，入选篮球名人

堂和球衣退役成为了关于姚明的两个热

点话题。对于姚明有朝一日进入篮球名

人堂，美国媒体记者的看法比较统一，大

多数记者认为姚明在篮球名人堂拥有一

席之地只是时间问题。《休斯敦纪事报》

记者杰罗姆·所罗门就表示，篮球名人堂

入选资格考察范围非常广，并非局限于

球员的赛场成绩。姚明在篮球运动国际

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沟通东

西方文化的桥梁，入选篮球名人堂实至

名归。

与争议不大的篮球名人堂入选资格

相比，姚明的球衣是否应该在火箭退役

则引发了规模较大的争论。一直跟踪报

道火箭的《篮圈世界》著名记者比尔·英

格拉姆坦言，姚明可以进入篮球名人堂，

但他不应该获得球衣退役的荣誉。一位

球员的球衣是否应该被退役，关键要看

他在球场上取得的成就。由于姚明受困

伤病过早的结束球员生涯，他在球场上

的成绩未能达到退役球衣的水平。如果

火箭将姚明的球衣退役，是对那些享有

球衣退役殊荣的前辈们的不尊重。

火箭是否会退役姚明的球衣？火箭

总经理达雷尔·莫雷没有给出答案，莫雷

只是表示这件事要由火箭老板莱斯利·

亚历山大做出决定，火箭会对这件事进

行讨论的。休斯敦媒体《韧性之城》对于

火箭是否会退役姚明球衣这个话题进行

了球迷投票，截止到新闻发稿，有
!"!

的投票球迷认为火箭会将姚明的球衣退

役，另外
#$!

的投票球迷认为火箭不会

退役姚明的球衣。

《休斯敦纪事报》记者所罗门曾在专

栏文章中表示，火箭是否退役姚明球衣，

将与姚明能否进入篮球名人堂联系在一

起。如果姚明被选入篮球名人堂，火箭就

要将姚明的球衣退役了。姚明将整个

%&'

生涯奉献给火箭，当姚明成为篮球

名人堂的成员，火箭就应该将姚明的球

衣退役。 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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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现离奇跳水“零分门”
司机健美教练当裁判

! ! ! !

昨天，一段名为“
+

分门”的视频出

现在优酷网上，
(

分
(,

秒的这段视频

显示，这是在云南举行的跳水比赛，然

而选手从跳台起跳到最后入水完成动

作，坐在下面的裁判却齐刷刷地都给

了
)

分！记者随后在百度以“云南跳水

)

分”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人民网强国

论坛上有一篇名为“云南跳水锦标赛

‘零分门’”的帖子，发表时间为
!

月
#(

日，帖子称这次的云南省跳水锦标赛

当天双人跳水打出了一连串
)

分，让

运动员一头雾水，观众更是愤怒至极

……

专业教练看视频：

没搞懂为啥是 0分

从网上这段“
)

分门”视频看，参加

双人跳台的选手从起跳到入水并未出

现重大失误，实在让人不明白打出
)

分的理由。随后，记者将这段视频发给

四川跳水队总教练霍长福看，霍长福

看完后笑着说：“这个打
)

分？！我也没

搞懂！”霍长福还让跳水队的其他几个

教练也看了看视频，教练们的回答如

出一辙，“没搞懂”！

霍长福说，从画面分析这是一个

业余比赛，“双人项目是从
,

米台起

跳，正规的专业比赛双人跳台都是从

#)

米台起跳的。”霍长福表示，双人跳

台项目打出
)

分一般是三种情况，一

是两人动作不相同，二是做的动作与

裁判报的动作名称不符，三是两人完

全不同步，一人已经开跳，另一人还没

跳。“我看这段视频选手的动作，都没

有出现上述三种情况。”霍长福还提

到，从现场报分情况来看，这个比赛显

露出不专业，“一般比赛会报单位、选

手姓名，然后分数，但这个比赛报的是

#

号、
(

号，看过那么多比赛，我还没见

过这种报分的。”

观众还原现场：

大面积 0分让家长愤怒

昨天，记者通过各种努力，了解到

了比赛的相关情况，并联系上了一位

观看过这场比赛的观众。据悉，这是

()##

年云南跳水锦标赛，由云南省体

育局主办，红河州文体局承办，昆明、

玉溪和红河三支跳水队参加了比赛，

运动员共有
(!

人。云南跳水锦标赛一

年一届，至今已举办了七八届，今年的

比赛于全民健身日
!

月
!

日在个旧红

河州民族体育馆举行，为期三天。

“我是
!

月
-

日去看比赛的，这个

比赛看的人不多，我是因为朋友的小

孩在参赛，所以陪同朋友一起去的。”

这位观众说（应当事人要求，隐去姓

名），“当时正好是双人项目的比赛，没

想到出现了那么多
)

分！”据这位观众

描述，当天他看了四五组双人选手的

比赛，“
-

个裁判给所有人打的都是
)

分，如果只是一两组大家还不会在意，

全部都是
)

分让大家都非常奇怪，从

开始的不理解变成了愤怒。”当时，谩

骂声、质疑声充斥现场，“大家都去问

怎么回事，现场一度非常混乱，比赛还

差一点被迫中断。”

据记者昨日调查，当天的比赛双

人项目规定动作所有选手都得了
)

分，只有自选动作有分数，现场不少

运动员委屈地哭了：“为什么给我们
)

分，难道我们每天的训练都是错的？”

在看台上，家长和观众纷纷揭竿而

起，要找裁判算账。“裁判滚下来，滚

出去……”现场这样的声音一浪高过

一浪。

裁判很“山寨”
裁判中有健美操老师还有承办方的司机

! ! ! !

据记者了解，云南跳水锦标赛

的宗旨是检验跳水项目在云南省开

展的情况以及检验云南跳水整体的

水平。然而，大面积的
)

分却让比赛

变成了一场闹剧。经记者多方调查

和采访，找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原

因：本次比赛竟有山寨跳水裁判，而

主裁判陈敏竟是当地大学的一名健

美操老师！

“当天比赛出现那种情况后，大

家都很愤怒，就去质问主裁判陈敏，

没想到她竟是跳水的门外汉。”知情

人士说，“问裁判长
.+*/

是什么动

作，她根本不知道，只说得出
*+*/

和
0+*/

。”在现场有人长时间质问

裁判长的时候，这段对话的视频被

拍下，视频中裁判长透露了自己的

职业，原来她是当地师大的一名健

美操老师，对跳水知之甚少。知情人

士还透露说，此后他们又询问了另

外几名当值裁判，没想到一位男性

裁判的话更让人哭笑不得。“他说，

‘别问我，我只是一名司机’。后来我

们了解到，他是红河局办公室的勤

杂人员，主要工作就是当司机。红河

局那边的说法是当时省体育局竞少

处（前面提到的比赛组织方）要求他

们出一名裁判，红河局说实在没人，

竞少处说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就派

了这名司机。当时司机也很无辜，给

我们说，‘又不是我要来的’。”

据记者了解，之所以双人项目

规定动作全部被打了
+

分，也是因

为裁判对比赛规则完全不懂所致。

按照赛程，本次比赛所有的参赛选

手将进行两个规定动作和一个自选

动作。规定动作要求参赛运动员的

动作难度系数不得高于
01)

，而裁判

在理解规则上，错误地理解为“动作

难度系数必须是
01)

。”以至于在比

赛中，只要是运动员的规定动作难

度系数不是
01)

的，全是
)

分。

有意思的是，除了山寨裁判，记

者还从比赛的秩序册上看到了更大

的问题。在裁判员组中，好几个名字

是参赛队的领队和教练，既当裁判员

又当教练员，这在体育比赛中违背了

公平竞争，本来就是不被允许的。知

情人士透露：“这次比赛玉溪队得金

牌最多，
0)

块金牌拿了
2,

块，红河

队当场说明年不参加了，昆明队说比

赛是为玉溪队量身定做的。”记者从

秩序册上看到，比赛的副裁判长王惠

英正是玉溪队的教练员。

本次比赛的裁判长

陈敏：有些东西不

是我能回答你的

记者电话联系了本次比赛

的裁判长陈敏。听到记者说网

上有跳水比赛“
+

分门”的视

频，陈敏承认确有此事。但得知

记者要电话采访，陈敏拒绝了，

“我不能凭一个电话就接受采

访，如果你有证明身份的东西

我们当面谈比较好。”记者随后

表示人在成都，不可能面谈，但

绝对有可以证明记者身份的东

西，而且可以通过电子形式传

给她看，但陈敏依然拒绝了采

访，“我不便接受采访，我也有

这个权利，现在有些东西不是

我能回答你的。你也要理解，我

也有保护自己的权利。”记者随

后了解到，云南当地媒体也试

图约见陈敏采访，但陈敏答应

后又婉拒了。

云南省体育局竞少处处长

李宝莲：我们会调

查上传视频的人

这次比赛的竞赛组织工作

由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与青

少年体育处负责。昨天，记者电

话采访了该部门的负责人李宝

莲。

记者：网上看到有
!

月
!

日开赛的云南跳水锦标赛的视

频，您了解“
+

分门”的情况吗？

李宝莲' 我现在外边出差

不是很了解情况，但我会尽快

找相关负责人了解，然后对事

情进行处理。对于这件事情，也

不能仅仅从一个视频就做出判

断，我们会调查谁上传的视频，

会追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责

任。

记者' 我们通过调查采访

了解到，比赛的裁判长是当地

大学的健美操老师，裁判中还

有一名司机。

李宝莲' 这个问题我现在

没法回答你，只能给你说到这

个份上，你要是想了解情况可

以到我们办公室来，随时接受

你的采访。

卡马乔阐述国脚三大标准
首期名单靠中方教练推荐

! ! ! !

火线上任的卡马乔深知时间紧迫，

他说：“我来中国做好了所有心理准备，

我很清楚工作头绪很多，困难不少，但我

有足够的自信。除了马上就要参加的两

场比赛，我还要多观察，多研究。”卡马乔

也是说到做到。虽然昨天北京发出了雷

暴的蓝色警报，但在卡马乔的一再要求

下，卡马乔团队以及两名中方教练、国家

队办公室管理人员以及福特宝公司的人

员全部聚集到足协办公室，召开了第一

次工作会议，并拟定了中国队集训前未

来一周的工作计划。

在会上，卡马乔第一次向中方团队

阐述了他的理念。在选拔国脚方面，卡马

乔提出了三大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要有为国家队踢球

的理想。在签约的新闻发布会上，卡马乔

就明确表示：“我这次接受的是中国国家

队的工作。国家队是整个国家的队伍，是

整个人民的队伍，我希望我的工作得到

整个国家的支持，我的球队能为所有人

民来比赛。”

在首次与中方人员交流时，卡马乔

明确提出选择球员的第一条标准就是，

“要看一名球员是否愿意为国家队效力？

而且还要区分究竟是真愿意还是假愿

意？光嘴上表示愿意远远不够，需要在训

练和比赛中真实地表现出来。每个人都

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出来，我绝不允许

他们在训练和比赛时有所保留。”

对卡马乔的第一条标准，让足协与

会人员深有感触。他们说：“这跟中国人

强调的爱国主义不是一个道理吗？”卡马

乔还特别表示，“如果我认为某名球员在

训练或比赛中没有尽全力，那么只要我

还在国家队当主教练一天，这名球员将

不会再有机会进入国家队。”

第二个标准，是要有出色的个人能

力和技术。这个标准其实无需多解释。

第三个标准，是要在联赛中打上主

力并有好的表现。卡马乔提出：入选国家

队的队员，必须是不断以主力身份参加

联赛的，如果在联赛中不能上场，肯定不

能入选。此前国家队，曾多次出现球员在

俱乐部打不上比赛，却可以在国家队出

任主力。甚至有球员即便受伤缺席联赛，

也可以进国家队。在这方面，卡马乔希望

能够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球队之间架起一

个沟通渠道，国家队教练组必须随时了

解球员在联赛中的状态，到各个赛区去

和俱乐部教练沟通。

卡马乔称，由于他目前对国脚们的情

况不是很了解，因而
!

月
00

日昆明第一

期集训，国脚名单主要由两名中方教练推

荐。此间，卡马乔和他的西班牙团队将充

分信任傅博和区楚良两人，这将在很大程

度上保证新老国家队间的顺利交接。

从
2+

月的第二期集训开始，也就是

备战主场与伊拉克队的比赛起，国家队

名单将完全由卡马乔确定，中方教练只

有建议权。他表示，在尽快了解了中国足

球后，他和他的西班牙团队会完全按他

们的组队思路和理念选拔球员，开始对

中国队逐步进行改造。 阿兴

蔡国庆斥内地歌坛“丑八怪当道”
回应任评委质疑

! ! ! !

因在选秀评委席上的振臂嘶吼，一

向以奶油小生示人的蔡国庆最近多了

“咆哮小主”、“杨二附体”、“ 嗦哥”等

标签。近日，蔡国庆又出现在中国音乐

金钟奖流行音乐大赛
"

进
,

比赛的嘉

宾席上，蔡国庆这次完全没有“咆哮”，

被主持人点到发言时竟然走神。接受采

访时蔡国庆连连感叹内地偶像太少，

“丑八怪当道”。

蔡国庆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很高兴

在比赛中看到神采飞扬的男孩，并痛批

现在歌坛都是“丑八怪当道”，他强调自

己对偶像的要求很高很完美：“我觉得

男孩就是要英俊、洒脱、帅气，男的身高

要
2!,34

，女的要
25+34

，一定要是俊

美的模样，又富有声音魅力。”采访时正

好有摄像记者凑过来，蔡国庆立马嫌弃

他角度不好：“麻烦你从这边拍我好吗？

这边光比较好。”说完又对记者笑道：

“没办法，我是处女座的，就是追求完

美。”蔡国庆呼吁金钟奖选手们除了唱

歌外，必须全都去健身。“我
(+

年来身

材丝毫没走形，是我一直坚持健身，不

然身上的肉早就是现在的两倍不止

了。”

“面包硬汉”蔡国庆：你让

妈妈粉丝心碎了一地———

担任快女评委时的“振臂嘶吼”令

蔡国庆形象大变，甚至有网友评论他从

“奶油小生”变身为“面包般的硬汉”，对

此蔡国庆表示：“我本来就是一个外表

儒雅，内心狂野的人。”而这次担任金钟

奖嘉宾，蔡国庆格外安静，发言很少，不

过他立即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其实很

多次都想发言，主持人都不点我，像我

这么谦逊的人，也不好意思举手发言。”

蔡国庆的这些言论，让看过电影

《最爱》的网友议论：“原来那个阴阳怪

气的神经质前夫才是他本色。”而更多

人想问，昔日温文尔雅如今淡出人们视

线的蔡国庆是不是想就此炒作？

蔡国庆表示，其实这种调整也许并

非其本意，“我一直觉得人坦诚很重要，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样。而且为了观众

和歌坛的新一代，偶尔疯癫一下也未尝

不可。”当时他还表示，观众的争议不会

让自己委屈，只是自己不能接受炒作说

法，“我们这一代歌手，
(+

多年风雨什

么没见过？当观众真的要抛弃你的时

候，怎么炒都没用。”

中国再包揽
林丹又称王

羽毛球世锦赛

! ! ! !

继去年的巴黎世锦赛包揽五金

后，强大的中国羽毛球军团
26

日又在

此间的温布利体育馆上演大包大揽，

将
,

枚金牌全部收入囊中。其中，林丹

在男单巅峰对决中逆转战胜世界第一

李宗伟，第四次称雄世锦赛。

虽然中国队总教练李永波赛前表

示，力夺五金的壮举此番几乎不可能

复制，但他的手下弟子们却用实战告

知人们“一切皆有可能”。也许
*6

日的

开场之战不够吸引眼球，因为中国队

在只派两组合出战的情况下早已锁定

这枚女双金牌，最终头号种子王晓理
7

于洋直落两局击败队友田卿
7

赵芸蕾

夺魁。

不过，接下来的男单比拼绝对惊

心动魄，赛后扔拍脱衣、挥拳怒吼的林

丹就表示，实在是因为比赛太过精彩

激烈，触动了自己的情绪，所以才会有

如此激情的释放。

比赛伊始，李宗伟打得风生水起。

空有世界第一头衔的马来西亚高手渴

望用世锦赛第一冠证明自己。尽管林

丹一路苦苦追赶且连救
6

个局点，但

李宗伟还是以
((

：
(+

先下一城。

第二局，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

冠军一个都不少的林丹展露杀气，再

加上李宗伟失误增多，“超级丹”以

(2

：
26

反扳一局。

胶着的决胜局将比赛带入高潮。李宗

伟率先拿下赛点，但林丹标志性的跳杀关

键时刻发威。再纠结几个回合，林丹把握

住自己的第一个赛点以
(.

：
(2

再次称王。

此后，已经听了两次国歌的王仪涵

也追上了队友们的脚步。虽然去年尤伯

杯决赛的失利曾一度让她跌入谷底，但

(.

岁的上海姑娘顽强地一点一点回归。

面对心态出众且作风顽强的中华台

北队选手郑韶婕，王仪涵在战术明确的

同时放开手脚。忘却了紧张与压力，王仪

涵打得主动放松，以
(2

：
2,

、
(2

：
2+

连赢

两局后，她第一次登上了世锦赛女单宝

座，并且宣告“我又站起来了。”

再加上男双组合蔡
7

付海峰力克

韩国选手实现三连冠，张楠
7

赵云蕾击

败东道主选手收获混双金牌，中国队再

次实现全胜。李永波见此佳绩连连感

叹：“我们队员把握比赛机会的能力确实

提高了。”展望明年的伦敦奥运会，李永

波说：“北京（奥运会时，我们）在主场才

（拿到）三块（金牌），希望不要低于北京

（奥运会时的数）吧。” 张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