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4年 11月 25日 星期二 文体新闻文体新闻HENAN DAILY41 责任编辑 史晓琪 黄 晖

孙杨嗑药，无疑是昨天震惊
中国体坛和世界体坛的头号新
闻。但更让我们震惊的是，这竟
然只是一则“旧闻”，因为事发在
今年 5 月 17 日，不但拖到现在才
公布，而且连他的 3 个月禁赛期
都已经结束了，这就不由得让人
疑窦丛生了。

按说孙杨这个级别的运动
员对于药检程序是再熟悉不过
的了，从他出名起，接受过的药
检次数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怎么
会不知道无论服什么药都要申
报的规定？这是一个很小儿科
的程序啊，他还有他的大夫、教
练等人怎么会置若罔闻呢？是
一时的疏忽？还是根本没有把
国 内 的 兴 奋 剂 检 测 机 构 放 眼

里？想着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把
我怎么着，因为好多人还指着我
吃饭领奖金呢？或者是检测机
构当时就发现了，只是为了需要
他在亚运会上撑门面，所以才捂
到现在？

从种种迹象分析，存在最后
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
服用的只是今年初刚刚被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列为禁用名单的预防
心绞痛的普通药物曲美他嗪，而不
是对提高肌肉的耐力、爆发力等有
明显帮助的类固醇、睾酮类、EPO
类，也不是掩盖服药真相的利尿剂
之类，“民愤”不大，暂时捂住盖子
情有可原。另外，韩国名将朴泰桓
亚运会前咄咄逼人地向孙杨发起
挑战，而在中长距离自由泳上还没
有一个人有把握压制住朴泰桓，中
国泳军需要孙杨来“轧台面”，所以

就暂时放他一马了。
只是这样一来，就坏了规矩

了。无论你是误服也好，不知道
规定也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
你是违禁了，违禁你就要受罚。
至于中国反兴奋剂机构解释的
理由就更荒唐了，连大赛频繁、
接受各省市的检测任务多这样
的低级借口都想出来了。就算
是这样，8 月份作出的处罚规定
也要及时公布啊，在没有时间查
证 B 瓶的情况下也要先停赛啊，
就像国际羽联刚刚处罚李宗伟
那样，为什么非要等到打完亚运
会，等他风光一圈以后，没有什
么大赛了再公布啊？欲用其撑
亚运会门面之心已昭然若揭。

其实，孙杨本来是误服，又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并非有意为
之，有关方面完全可以光明正大

地处理孙杨，即便是只禁赛三个
月略嫌得时间短了些，朴泰桓等
人有意见，但也说得过去。遗憾
的是在依法治国被提到了如此
之高的高度的今天，有关领导脑
子里还是人治思想占上风，想得
最多的还是利益，还是面子，结
果错失了一个树立良好形象的
机会，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法制
社会的基本要求，决不能因为地
位、影响、财富等因素的差异而改
变。孙杨虽然贵为奥运会冠军、世
界纪录保持者，但在法律法规面前
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特权。别说
这个坏小子、惹事精因为禁赛不能
参加亚运会，就是缺席奥运会又能
怎么着呢？最坏的结果，不就是少
了几块金牌吗？中国那么多金牌，
少他几块也不碍大局，用老百姓的

话说：“没有臭鸡蛋，还不做槽子糕
了”？像这样的处罚出发点是爱他，
其实是害他，是拿整个中国体育的
脸面为代价做的傻事儿。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长期游离于法律之外的
中国体育界该认真反思、彻底猛醒
了，否则他们会发现在依法治国的
今天，他们的很多做法是多么的格
格不入甚至法理难容。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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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兴奋剂事件”解读

王子犯法必须与庶民同罪
□令狐一刀

11 月 22 日下午，蒙蒙冬雨中，郑州市
群艺馆与文化志愿者服务中心组织的“文
化暖冬”公益系列活动在地处山区的新密
市苟堂镇小刘寨村热闹举行。

满载着募捐物资的车辆驶进了小刘寨
村，66 名志愿者把近千件物资以及郑州市
群艺馆专门购置的文具、围巾、手套等物品
送到了村民和孩子们手中。与以往的捐赠
不同，郑州市文化志愿者还送来了清新优
雅的舞蹈、悠扬欢快的歌曲、原汁原味的豫
剧、欢乐幽默的小品。此外，志愿者专门进
行了陶艺、泥塑和美术现场教学，吸引了很
多小朋友。

“此次活动拉开了‘文化暖冬’行动的
序幕。郑州市文化志愿者还将组成小分
队，分别赴新密、登封等地长期开展文化艺
术培训。”郑州市群艺馆副馆长霍苏华说，

“往年文化志愿者送文化进山村的公益活
动形式主要是捐赠物资，今年除了文艺汇
演，他们还和对方结成对口文化帮扶单位，
长期展开文化艺术培训，将‘文化暖冬’活
动常态化。”

“文化暖冬”活动常态化，得益于郑州
市目前注册的四万多名文化志愿者。这四
万多名文化志愿者奔走在郑州市文化相对
匮乏的基层，为那里送去新鲜的文化大
餐。据介绍，郑州市从 2011 年启动文化志
愿者活动以来，广大文化志愿者以讲座、培
训、辅导为主，面向基层群众开展舞蹈、摄
影、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艺术门类的专题知
识讲座和文艺辅导，组织群众开展参加各
类展演、展览等文化活动，充分展示了文化
建设成果。去年，郑州市成立了文化志愿
服务中心暨县（市）区文化志愿服务分中
心，征集了郑州市文化志愿者标志，统一设
计制作了志愿者服装，完善了文化志愿者
的组织管理、招募程序、培训服务和表彰激
励等工作。

目前，郑州市的四万多名文化志愿者已
组成了300多个文化志愿服务队。他们中既
有大中专院校学生，也有各级文化部门的从
业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文化爱
好者、民间艺人、社会各界人士，以及退休干
部和社区文艺骨干。他们以“公益讲堂”、“公
益舞台”、“公益展厅”为基本载体，依托公共
文化设施、通过文化惠民工程、重要节日纪
念日等平台，在基层广泛开展文艺演出、艺
术技能辅导、文艺展览展示等多种活动。

郑州市群艺馆馆长李桂玲说，因为文
化志愿者工作走在全国前列，郑州市被授
予“全国文化志愿服务优秀单位”荣誉称
号，全国仅有 21 个城市获此殊荣。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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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晓欣

新华社马德里11月22日电 梅
西成为西甲第一射手！22 日晚在对
塞维利亚的比赛中，阿根廷人上演
帽子戏法，超越传奇射手萨拉，创下
了新的西甲联赛进球纪录。

前毕尔巴鄂球员萨拉曾是西甲

历史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他在联赛
场上共打入 251 球。但本周六晚，
随着梅西在巴萨对塞维利亚的比赛
中连入三球，这一尘封 50 多年的纪
录终于作古。目前梅西在联赛中的
总进球数已经达到了 253 球。

梅西赛后在社交媒体上感谢了
这些年来给予其支持的球迷，并说：

“这个纪录是属于你们的！”而巴萨主
帅恩里克则称赞梅西是一名“独一无
二且不会再出现”的人物。他说，梅
西在当今足球界“无可比拟”。④11

打破萨拉进球纪录打破萨拉进球纪录

梅西成西甲历史第一人梅西成西甲历史第一人

本报讯 （记者程 梁 通讯员
晏乾坤 崔冬生）11 月 22 日下午，潢
川县文化会展中心歌舞飞扬，潢川
县青少年儿童 2014 年度文艺汇演
在这里举行。孩子们精彩的表演吸
引了几千名观众。坚持向品牌化方
向发展，使该县少儿艺术教育不断
迈上新台阶。

晚会阵容强大、精彩纷呈，《明日
歌》唱出了少年儿童珍惜年少、奋发
有为的雄心壮志,《圈圈乐》反映了在
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爱下少年

儿童健康快乐成长的现实,《打谷场
上》表现了孩子热爱劳动、共享丰收
的喜悦心情……整台晚会融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充分展现了
该县广大青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健康
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了近年来该县
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家长想让孩子接
受艺术教育。潢川县青少年校外活
动中心、飞天艺术培训中心等培训机
构应运而生。潢川县有关部门以面

向基层、服务群众、打造品牌为理念，
坚持节庆活动和常规活动相结合，促
使少儿艺术教育走向品牌化，并催生
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少儿精品节
目。其中，少儿舞蹈《鼓娃闹花乡》获
得第三届“和谐春晚·全国青少年春
节联欢晚会”最高奖“国星奖”；畲族
舞蹈节目《吉祥如意》和今年创排的

《秧田里的小脚丫》在中央三套《舞蹈
世界》栏目中播出；目前，原创少儿舞
蹈《茶花》正在积极排练，即将赴京参
加央视组织的比赛。④4

潢川县少儿艺术教育走向品牌化

本报讯 （记者刘 洋 实习生
康亚飞）11 月 23 日，“世界大师在
中国——2014 卡塔琳柯达伊国际
大师班”在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开
班。这是该项活动首次来到河南。

此次活动由世界音乐艺术教育
协会、河南省音乐家协会、河南职业
技术学院等主办，匈牙利李斯特音
乐学院柯达伊教育研究院专家卡塔
琳·凯特维斯女士受邀来传授合唱
技巧。为期 3天的大师班将进行大

师班课堂、研讨交流、合唱团教学示
范、汇报音乐会等活动，授课结束
后，大师和学员们还将共同举办汇
报音乐会，展示培训成果。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
人孙留欣表示，大师班为河南乃至
全国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合唱指
挥老师提供了更纯正、更专业、更
系统的学习平台，也促进了国际间
艺术交流与学习，向全社会展示了
我省合唱团的风采。④4

本报讯（记者李 悦）11 月 23
日，2014-2015 全国男排联赛结束
了第 3 轮的争夺，此前一胜一负的
河南天冠男排虽然在主场作战，但
依然没能抵挡住北京男排强大的
进攻火力，0∶3 落败也让他们输得
毫无脾气。

奔着三连冠目标迈进的北京
男排，可谓是目前联赛中实力最强
的队伍，在河南男排实力最鼎盛的
时期还有能力与其周旋一番，但凭
借如今这支残阵只能将胜利作为
一种奢望，更何况对手还引进强力
外援弥补了最薄弱的环节。

这场比赛，河南队从比赛一开
始就全面处于下风，大比分领先让
北京队是越打越有信心并最终以

25∶15占得先机。第二局比赛，进攻
方面略有起色的河南男排一度和
对手战至 8∶8 平，但随着对手加强
了拦网，进攻时犹豫不决的河南队
很快就被对手拉开了分差，北京队
以 25∶18 轻松拿下第二局。连下两
城的北京男排在第三局全面发威，
外援普赖斯的跳发球多次破坏了河
南队的一传，一传体系的崩溃让河
南男排有些束手无策，一路领先的
北京队最终以25∶16取得完胜。

如此轻松就送给对手一场大
胜，也体现出缺少了崔建军的河南
男排，在与顶尖强队的交手中是多
么的不堪一击。孙凯此役虽然拿下
了10分，但相比独得17分的北京外
援普赖斯还是有些逊色。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 悦）一方一
场未胜积分垫底，一方三场连败形
势危急，11 月 22 日下午，在 2014－
2015 全国女排联赛第五轮的一场
较量中，同样境况不佳的河南鑫苑
女排与四川女排狭路相逢，最终实
力更胜一筹的河南队在主场 3∶0
完胜对手，结束三连败的同时也为
小组出线赚得了一丝希望。

首局较量，客场作战的四川女
排先声夺人，而其重点盯防河南队
主攻手朱婷的策略也让主队的进攻
一时受挫，占得上风的四川队曾一
度领先河南 4分之多。只可惜自身
失误较多以及主攻手疲软的毛病让
她们无法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在河
南女排加强拦网和改变进攻套路之
后，两队之间的分差被迅速拉平，此
局，河南女排年轻的主攻蔡晓晴成
为本队逆转的最大功臣，她一局独
得7分帮助河南以25∶21拿下首局。

蔡晓晴的突然发威让四川队在
第二局不得不改变了防守策略，这

也让河南队的国手朱婷彻底放开了
手脚，在僵持阶段，朱婷一人包揽了
本队最为关键的 4 分，河南女排以
25∶22再下一城。第三局四川只是
在开局抵抗了一番，很快就以20∶25
的比分“投降”，河南队顺利拿下了
比赛，朱婷斩获全场最高的23分。

不过，这场胜利并没有让河南
女排小组的排名有所上升，刚刚获
得两连胜的天津女排依然以一分
的优势力压河南。这支球队在引
进了两名外援之后攻击力提高了
不少，上一轮主场 3∶1 逆转北京女
排，其外援接应内索维奇就一人独
得 26分。“与上次交手相比，天津女
排的变化确实不小，外援的火力也
的确凶猛，但我们球队目前的状态
和心气并不差，在主场有和对手一
拼的能力。”谈到下一轮与天津队
的较量，河南女排主帅詹海根表
示，希望自己的队员们能够在比赛
中完全发挥出自身实力，在主场迎
来球队的第三场胜利。④11

11月 23日，2014年省幼儿体操培训班在郑大体院结束。来自全省
300多所幼儿园的400多名管理者和教师参加了培训。能否掌握几套实
用、好看又有利于发掘孩子们潜能的幼儿体操是关系到能不能让孩子们
爱上体操这项运动的关键。图为学员们正在进行自编操的训练。④11

本报记者 李悦 本报通讯员 刘焜 摄影报道

“世界大师在中国”首次来河南

全国男排联赛

河南主场不敌北京

全国女排联赛

河南：刚胜弱旅 又遇劲敌

2013年 9月 5日，孙杨在全运会游泳比赛中准备出发。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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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洋）“亲家母
你坐下，咱们随便拉一拉。老嫂子
你 到 俺 家 ，尝 尝 山 沟 的 大 西 瓜
……”11 月 24 日晚，豫剧《朝阳沟》
的经典唱段在西方交响乐的伴奏
下在河南大学唱响。

作为由省教育厅、省文化厅、
省财政厅主办，河南歌舞演艺集团
承办的 2014 年河南省“高雅艺术
进校园”演出活动之一，由著名指
挥家吴涛执棒、河南交响乐团演奏
的交响合唱《朝阳沟》引起了河南
大学数千名师生的兴趣。熟悉的
唱词、优美的旋律让师生们不禁跟
着哼唱起来。河南大学作曲系老
师朱敬修说：“这部作品艺术构思

新颖饱满，大胆地把民族艺术与西
洋的四部和声完美融合在一起，对
提升大学生审美素养、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拓展艺术教育平台能够起
到极大的推进作用。”河南大学艺
术学院副院长韩梅更是将交响合
唱《朝阳沟》比喻为河南的新名片。

“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已连续
开展了 8 年，往年大多是纯西洋乐
的演出，交响合唱《朝阳沟》走进高
校演出还是头一次。吴涛表示，交
响合唱《朝阳沟》是河南的交响、世
界的旋律，此次走进高校演出，也是
在探索推广《朝阳沟》的新路子。目
前，我们正在尝试将合唱与钢琴相
结合，更好地推介《朝阳沟》。④4

交响合唱《朝阳沟》进河大

奥运会和世锦赛
冠军孙杨兴奋剂检查
阳性！国家体育总局
反兴奋剂中心 24 日公
布了这一惊人消息。

中心副主任赵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孙杨在 5 月 17 日的全
国游泳冠军赛时接受
赛内检查，结果 A 瓶尿
样中发现了违禁物质
曲美他嗪。据透露，孙
杨已被禁赛 3 个月，禁
赛 期 至 8 月 16 日 结
束。同时，孙杨在全国
游泳冠军赛上的 1500
米冠军头衔被取消，罚
款 5000 元。由于亚运
会举行时孙杨的禁赛
已经结束，因此他有资
格参加亚运会。

曲美他嗪到底是
什么物质？为何孙杨
只 被 禁 赛 了 3 个 月 ？
以下是记者为您解读
的孙杨兴奋剂事件中
的一系列问题。

曲美他嗪是何物质

曲美他嗪是一种刺激剂，今年 1 月
刚被列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禁用清
单》，属于赛内禁用的特定物质。所谓
特定物质，是《禁用清单》里标明容易引
起误服误用的物质，在药品中常见，或
者不太作为兴奋剂被滥用。但大剂量
使用也能起到提高运动表现作用，有被
滥用的可能。

而孙杨几年来不时出现心肌缺血
情况，一直使用“万爽力”（盐酸曲美他
嗪）改善症状。曲美他嗪可以帮助提高
心肌细胞能量，改善心脏功能，在临床
上用于预防心绞痛。

为何过了半年才说

按照反兴奋剂规定，在兴奋剂检测
A 瓶样品出现阳性结果情况下，运动员
还有开启 B 瓶和参加听证会的权力，这
一过程最长可达 40 天左右，如果运动员
因为收集证据等原因要求延期听证，那
么这一过程可能要超过 3个月。

针对孙杨的阳性事件，反兴奋剂中
心解释说，中国游泳协会对孙杨做出处
罚决定时，恰逢南京青奥会，之后又是

仁川亚运会。反兴奋剂中心不仅参与
了这两个大型运动会的兴奋剂检查和
检测工作，还承担全国各省（区、市）运
动会的委托检查，二、三季度检查数量
高达 9900 例，相关检查、检测统计数据
近期才完成，根据惯例予以公布，符合
世界反兴奋剂规定。

不久前，马来西亚羽球名将李宗伟也
出了兴奋剂检查阳性事件，在仅仅有A瓶结
果情况下，当地反兴奋剂机构将情况透露给
媒体，这违反了规定，侵犯到运动员隐私。

为何处罚为3个月

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查时需要说
明曾经或者正在使用何种药物治疗伤
病，以防出现阳性结果后被“误判”。但
无论是孙杨还是队医巴震，都未能在药
检时声明用药情况。

不过赵健解释说，运动员在听证会
上提供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
使用药物为治疗目的，而不是提高运
动表现。这符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减
免处罚的标准。孙杨在这次事件中没
有完全尽到注意的义务，对阳性发生
有过失，但并非重大过失、疏忽，因此判
定禁赛 3 个月比较合理。④11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