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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巴塞罗那队球员梅
西（前）主 罚 点 球 命 中 。 当 日 ，在
2020-2021赛季欧冠联赛G组首轮比
赛中，西甲巴塞罗那队主场以5∶1战胜
匈牙利费伦茨瓦罗斯队。 新华社发

▲10 月 20 日，巴黎圣日耳曼队
球员内马尔（上）在比赛中和曼联队
球 员 比 萨 卡 拼 抢 。 当 日 ，在
2020-2021赛季欧冠联赛H组首轮比
赛中，英超曼联队客场以 2∶1 战胜法
甲巴黎圣日耳曼队。 新华社发

东京奥组委进行防疫和安全检查测试

全军专业体育力量调整改革部署展开

10月21日，南京同曦宙光队球员西热力江（中）在比赛中
突破天津先行者球员的防守。当日，在浙江诸暨举行的
2020-2021赛季CBA第一阶段第二轮比赛中，南京同曦宙光
队以92∶83战胜天津先行者队。 新华社发

莫让足球裁判“唱主角”
一名世界级名哨曾经说过，最好的裁

判就是让球迷和球员感受不到他的存在。
不过，2020赛季中超第二阶段首轮一

场争冠组焦点战还是出现了判罚争议，裁
判成了“主角”。

10月17日，在山东鲁能与北京中赫国
安的比赛中，主裁判两次涉及国安进球的
判罚引发争议，鲁能因此在 2∶0领先的情
况下被扳平比分，赛后鲁能向中国足协提
交了申诉函。

鲁能认为两次判罚均为错判：第一处
为点球判罚，鲁能球员在防守国安球员巴
坎布的过程中并没有犯规动作，提醒主裁
判观看视频回放未果；第二处为巴坎布攻
入第二粒进球时，鲁能球员卡达尔示意对
方射门前有犯规动作并提醒主裁判观看视
频回放，但主裁判坚持判罚进球有效。

记者采访了一名裁判专家，他认为点
球不该判，首先巴坎布和鲁能守门员王大
雷都是去争抢球，王大雷比巴坎布先接触
到球，没有犯规动作；其次针对鲁能后卫对
巴坎布犯规的说法，这位专家表示，后卫的
职责就是防守，不让对方前锋拿到球，要卡
住位置，而且巴坎布已经跳起来了，在防守
队员缝隙中穿过去，鲁能后卫与巴坎布的
接触是合理动作，不存在犯规。他还讲了
一个细节：鲁能后卫与巴坎布接触时，主裁
判没有吹哨，巴坎布跳过去因为惯性撞到

王大雷身上倒地后才响哨。
无独有偶，上述比赛的主角之一国安在

第一阶段联赛中也遭遇了争议判罚。9月15
日，国安与华夏的比赛中，国安一度3∶1领
先，在补时第三分钟，华夏由张呈栋追回一
球，最后时刻马尔康禁区内倒地，裁判通过
VAR（视频助理裁判）判罚点球，马尔康主
罚命中，华夏 3∶3绝平国安。国安当晚向
中国足协提起申诉，认为因王子铭越位在
先被取消的进球和判给马尔康的点球均为

“不公正判罚”。
今年中超的判罚争议，还不局限于上

述两场比赛。
针对判罚争议，鲁能希望裁判问题能

引起中国足协的高度重视，以后减少或杜
绝此类事件的发生，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国安建议，中国足协及裁委会能够督促裁
判员加强业务学习，精进业务能力，不要让
裁判成为比赛主角，左右比赛进程与发展。

记者采访的裁判专家认为，判罚尺度
不统一成为本赛季中超最严重的问题。“尺
度不统一，裁判没法判，本来非常合理的身
体接触吹成点球，明显的犯规又不敢吹。
国际足联对在罚球区里为了争抢球产生轻
微身体接触是允许的，这是足球比赛的一
部分，把这种动作判为犯规，那么球员在罚
球区就不敢做动作了。”他说，“国际足联从
去年一直强调 football understanding（理解

足球规律），我们一定要在国际足联规则的
大框架下进行判罚，而不能出现一套中超
自己的规则，不能国际足联认定的犯规动
作，中超认为不犯规，国际足联认定的不犯
规动作，中超认为犯规。这样在公众面前
是解释不通的。再就是VAR介入有很清
晰的前提，即进球、点球、红牌和处罚对象
错误四种情形，该介入就得介入。同样的
动作，张三本场判了，李四下一场不判，不
引起争议才怪。国际足联强调规则的统一
性、尺度的一致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还
认为，上述问题的出现应该是裁判主管部
门对规则、尺度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以往赛季的焦点之战，中国足协多邀
请外裁执法。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外裁入境比较困难，这也使得本土裁判尤
其是年轻裁判本赛季获得较多执裁机会，
包括京鲁大战这种焦点之战。这是一把双
刃剑，既能历练他们，也能暴露其问题。不
过，裁判专家并不支持请外裁，其理由一是
要培养本土裁判人才；二是请外裁成本较
高；三是外裁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也出
现过争议。他表示，2018、2019 赛季中国
足协多次邀请外裁，使得本土裁判历练机
会减少，在今年空场和场内观众较少的情
况下尚且出现判罚争议，如果在每场有几
万观众的压力下，或许会出现更大争议。
他还建议，裁判要实事求是，不能判错了还

要自圆其说，那以后就会出现更多问题。
也正是在疫情背景下，特殊的第二阶

段淘汰赛制使得首轮就碰面的京鲁两支强
队无法双双进四强，基于此主管部门在选
派裁判时更应该谨慎，更应该注重专业性
和实操性。

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
体方案》中提到，“加强行业管理。完善裁
判员公正执法、教练员和运动员遵纪守法
的约束机制”；“加强足球专业人才培训。
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构建国家、区
域、行业、专业机构、社会力量等多级、多元
的培训组织结构，加强对足球教练员、裁判
员、讲师等专业人才的培训”。中国足协近
年来在包括裁判在内的专业人才培训上做
出了诸多努力，各级裁判员人数稳步上升，
目前有 7名国际级裁判，在数量上已是亚
洲顶级，同时通过与亚足联、国际足联沟通
加强了执裁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裁
判业务水平。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超联赛反映出
的判罚争议问题依然突出，这说明本土裁
判的业务水平仍待提高，对国际足联相关
规则的理解和把握尚欠火候，裁判培养体
系还应该更注重系统性、前瞻性和专业性。

当然，人无完人，在善意批评的同时也
要给予本土裁判成长空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车铃叮当幸福来
本报记者 钟秋兰

“村在绿中、路在林中、房在园中、人
在景中”，这是走近德兴市香屯街办江村
给人的第一印象。走进江村，一条整修一
新的公路如玉带蜿蜒，公路一边是干净整
洁的村庄，另一边是郁郁葱葱起伏绵延的
万亩茶园，小桥、流水、人家，整个村庄“土
地平旷，屋舍俨然”，仿佛走进了陶渊明笔
下的桃花源。

原来的江村可不是这个样子。村里
共 105户、368名村民，常年在外务工的就
有 126人。“有女不嫁江村汉”，因为贫困，
别村的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江村。江村的
变化，来自于近年来体育赛事带来的助
力。借助打造自行车越野挑战赛等品牌
赛事，江村新修了体育公路，将秀美乡村
建设同深入挖掘乡村旅游产业相结合，培
育规划精品旅游线路，力求打造出集休闲
度假、乡村民宿、运动养生等为一体的新
型产业发展模式，使原本“养在深闺”的江
村实现蜕变，慕名而来的游客与日俱增。

在“体育+旅游”建设过程中，江村不

仅颜值高，而且人文品位升，集体经济壮，
村民收入增。

香屯街办党委书记刘德波介绍，2017年
11月，江西省首届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在
江村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好手
共计1000余人参加自行车比赛，带来的热度
搅活了山村，也搅活了村民的心思。

2018年9月，江西省山地自行车越野挑
战赛再次在江村举行。各地赶来的骑行者
们在林地茶园间切磋车技，场面壮观。自
此，茶农也从最开始的站在道路两旁看，变
成向来客推销茶叶，为自己的农产品吆喝
宣传。

车铃响叮当，赛事不仅为当地带来便
利的交通，对于提升作为赛事地点的香屯
街办江村乃至德兴市、上饶市
的知名度、美誉度，都具有广
泛深远的意义。

通过赛事，当地政府对体
育的地位、功能有不断的新认
识。他们结合自身的良好生

态优势，在省市县体育部门和体育彩票公
益金的支持下，不仅修建了赛道，也修建
了相关的体育设施。在赛事的推动下，更
多的人来到江村，政府和村民的眼界也开
阔了，他们认识到通过“体育+旅游”融合，
可以增收致富。于是，开始利用江村天然
资源大力发展田园综合体——

提升改造村落整体居住品质，建设秀
美乡村。整村以徽派建筑风格为主线，在
延续保留历史脉络的同时，融合现代设计
手法，就地取材、就势造景,营造了疏密有
间、竹林摇曳的村庄美景。

以汪山茶场为龙头，种植以茶叶、油
茶、中草药、绿化苗木为主的经济作物，成
立丰园苗木专业合作社，并注册“东根故

事”商标，培训一批农户，解决一批农民就
业，帮扶一批精准扶贫户脱贫，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提高农民幸福指数。包括茶场
租金、丰园苗木山场租金及茶叶分红、粮
食直补及公益林补偿等，江村年集体经济
能够达到20余万元。

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产业链，除江村被
评为“江西3A乡村旅游点”外，达子岭的楼
上楼庄园获评“上饶五星农家乐”，仅此两
个秀美乡村建设点，日游客量最高达 2万
人次，带动30余名贫困户脱贫致富。

“车铃一响，黄金万两”。看着漫山遍
野绿油油的茶园，走在村里自行车赛道兼
游步道的村民老汪笑容更甜了，家门口络
绎不绝的游人，正是他快乐的源头。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 （刘济美、吴旭）我军
唯一的专业体育单位，中央
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体育
训练中心调整改革动员部
署大会 20日在北京举行，标
志着全军专业体育力量调
整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这次调整改革的总体设
计和目标要求，可从五个方
面理解和认识：一是明确根
本指向。加快推进新时代
军队体育建设转型，强化服
务部队、支撑战斗力建设。
二是调整建设定位。进一
步突出军事属性、转变发展
方向，强化对部队军事体育
训练服务指导功能，构建与
形势任务发展相适应，特色

鲜明、精干高效的专业体育
力量布局，推动军队体育建
设由面向赛场为主向面向
部队为主转变。三是优化
力量结构。保留部分军事
特色鲜明的专业项目队，不
再保留群众性强、社会资源
丰富的竞技体育项目队。
四是规范参赛要求。军队
不再参加全国综合性体育
运动会和单项赛事，参加
世界军人运动会和国际军
事体育理事会单项赛事。
五是细化职能任务。主要
负责全军军事体育训练基
础研究、拟制标准规范、开
展技术服务、选拔培养骨
干，参加军事体育对外交流
活动。

据新华社东京 10 月 21
日电（记者王子江、邓敏）东
京奥组委 21 日进行了首次
防疫和安全检查测试，这也
象征着东京向在新冠肺炎
疫情环境中举办奥运会迈
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这次防疫和安全测试
在位于东京的 Big Sight 国
际展示中心举行，奥运会时
这 里 将 设 置 主 新 闻 中 心
（MPC）和 国 际 广 播 中 心
（IBC），东京奥组委在 IBC
外的出入口设置了安全检
查装置，安排了大约 1000人
分别扮作工作人员、参赛官
员以及观众等角色进行了
测试演练。

这次测试的首要任务
还是探索如何防止疫情的
传播，排队入场的人员需要
保持社交距离，在进入场地
前还要进行体温检测。除了
运用非接触体温计和热成像
测试仪之外，东京奥组委还
尝试了一种被称为贴纸测量
的新方法，那就是将一种测
试纸贴在入场人员的手腕
上，根据测试纸颜色的变化
来确定体温是否超标。

安全检查方面，组委会
当天运用 X 光检测设备对

“入场人员”的行李进行了
检查，对于持证人员，东京
奥组委还测试了人脸识别
系统。

北京冬奥组委召开
场馆（群）运行团队主任层全体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记者汪涌、姬烨）北京
冬奥组委21日召开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场馆（群）运行
团队主任层全体会议，要求
各场馆（群）要结合场馆特点
和运动实际，优化和完善运
行计划，着力理顺运行机制，
全力办好“相约北京”系列
冬季体育赛事。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
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
在会上讲话时要求，各场馆
团队要充分认识场馆团队
的地位作用，切实增强筹办
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
迫感，发挥好场馆团队的职
能作用，按计划推进各项筹
备工作。

张建东要求各团队要
紧密结合场馆特点和场馆
运行实际，牢牢把握工作重
点。学习落实场馆运行政
策，优化和完善场馆运行计
划，着力理顺运行机制，全

力办好“相约北京”系列冬
季体育赛事。从严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一场一策”制
定场馆疫情防控方案，结合
重点工作，对疫情防控各环
节再梳理、再检查，优化流
线设计，确保不出纰漏。

据悉，北京冬奥会筹办
工作已进入场馆化攻坚阶
段，场馆将成为各项筹办工
作的最终落脚点。前期，北
京冬奥组委从冬奥会和“相
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
两个层面，制定了一系列通
用政策和程序；任命了竞赛
场馆运行秘书长，组建了场
馆运行计划团队，推进了竞
赛场馆运行设计和运行计
划编制工作；成立了“相约
北京”系列冬季体育赛事组
委会和单项赛事组委会，并
按照测试赛整体计划，积极
推 进 各 项 赛 事 的 筹 备 工
作。整体上看，场馆运行工
作正在按计划推进和落实。

10 月21 日，江苏队球员张晨（左）、袁辉龙在比赛中垫
球。当日，在福建省漳州举行的2020年全国男排锦标赛A组
小组赛中，江苏队以3∶0战胜河南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