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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

最近，有一件事火了，而这

个事想来想去， 其实跟体育有

一定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 有政协委

员提出了 《关于防止男性青少

年女性化的提案》，建议教育部

对“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现象提

高重视并采取措施。

对此，教育部的回复是，将从

加强体育教师配备、 加强学校体

育制度顶层设计、 深入开展健康

教育及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等方

面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教育部的这一条回复引发了

网友的热烈讨论。

其实不管这个讨论最后的结

果如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这

个提案也是再次提醒我们，体育对

于青少年成长和教育的重要性。

首先从身体机能方面， 经常

进行体育锻炼， 人体新陈代谢旺

盛， 肌肉中的毛细血管开放数量

增多，因而，肌肉也就变得更加粗

壮、结实、发达而有力。 经常进行

体育锻炼， 可使新陈代谢得到改

善，骨的结构和性能发生变化。 表

现在骨密质增厚，使骨变粗，还可

使年骨长径生长速度加快， 对身

高的生长有积极促进作用。 经常

进行体育锻炼的学生比不经常锻

炼的学生的身高要高6?12厘米 ，

这在许多科学实践中已得到证

实。

很显然，从身体机能方面，适

度的体育锻炼可以让青少年从外

形上就更加男性化。

除身体之外。体育可以让男孩

子更加有团队精神， 更加输得起，

更加有担当。 而这些品质，毫无疑

问其实都是属于男子汉的要素。

不管怎么说， 体育在中小学

教育里越来越受重视了， 这种重

视如果能再坚持几年， 对于中国

体育也是有好处的。 要知道让更

多的青少年喜欢上体育， 才能让

中国体育有不错的群众基础。 这

才是中国体育很多项目可以长盛

不衰的最重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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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的消息，中超的16

家俱乐部中已有14家按时间向

足协提交了 “工资奖金确认

表”，只有两家俱乐部向足协申

请了延期递交。 据说申请延期

的是天津津门虎与重庆当代 。

没有见到这条消息的官宣 ，是

不是实锤了的新闻， 还得在本

周观望观望 。 足协对中超 、中

甲、中乙球队送呈“工资奖金确

认表”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1月

29日17:00。这有点像空港、高铁

车站里悬挂的航班本次出发的

时刻表，精确到了一分钟。 现在

有两家俱乐部是误点了。 不过

这不打紧， 中超联赛开打的时

间还没有最后确认，早一点是3

月中旬，迟一点是4月上旬。 误

点了， 还不能算是误了联赛的

大事。 只要足协相关部门认可

适时延期是仍然可以办理登机

或上车手续的， 大家就不必过度

担心。

●早些时候互联网上、 舆论

场中所发布的信号是有点危言耸

听的。 据称至少有四到六家俱乐

部不仅会遥遥无期地误点， 还准

备了退出今年的中超联赛旅行 。

什么投资方的资金链已断， 什么

球员们抱团拒签， 什么球队就地

罢练， 什么冠军球队已经落魄到

开始食用盒饭等。 似乎是联赛大

厦已倾，各地诸侯要逃性命了。 更

为令人脑洞大开的留言称， 一旦

有中超俱乐部退出， 中甲的多支

球队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另类晋级

中超，张三李四，正在点卯呢。 当

下的消息是两家误点脱班的俱乐

部是向足协申请了延期递交 ，而

不是拍案喝斥、抽身而去。 一切都

在沟通商议之中。 有困难了，办法

总比困难多。 不急不急。 航班延

误，车次更改，当下算是常见的事

体了。 不必过度紧张。

●我还是有点奇怪的。 这么

多年的中超从来就没有脱班的故

事。 怎么今年推行新政后，俱乐部

要更名，球员要限薪，事故苗子就

不断了呢。 “金元足球”就这么一

脚踏空了， 要跌进大家都摸不出

铜钿银子的深渊了吗？ 如果新足

协不来推行新政， 那么今年联赛

还不是照旧在金钱铺路的金光大

道上飞奔疾走吗？ 不会有人出来

哭穷的， 也不会有什么拒签 、罢

练、 吃几盒几包盒饭的生动情节

了。

看来中国足球就是怕改革 ，

怕改变，怕改动。 宁愿孵在旧时的

绿皮车上打打瞌睡， 也不情愿登

上高铁动车去疾飞猛进。 比方的

没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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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两个消息， 一个称中

国足协无意承办2021亚冠赛，另

一个是有两家中超俱乐部向足

协提出申请延期上交“工资确认

表”。

先说第一个消息。

举办国际比赛，近些年来是

中国体育有关部门趋之若鹜的，

各项目 、各级别的比赛 ，都恨不

得全办，这一次却低调了。

原因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

去年亚冠赛在西亚卡塔尔

举行 ，中国去的四支队伍 ，不管

结束比赛与否，一律在那里停留

待机 ， 在隔离的酒店里百无聊

赖。

如果在国内的某个城市举

行这样的赛会制亚冠赛，等于再

搞一次赛会制中超，且不说亚足

联对比赛的各方面要求与中超

不尽相同，对于那些来自亚洲疫

情轻重不一的各地奔来的队伍，

将是一次更加严厉的 “严防死

守”。 如果有个闪失，谁能够承担

得起？

当然，这一决定未必是直接

负责部门作出。 但无论是哪一个

层面作出的这一决定，还是比较

务实的。

务实，不仅应该是足球，也应

该是体育， 甚至更多行业和部门

的决策者首先应该考虑的， 即使

今后恢复正常，仍然需要保持。

再看看第二个消息，天津和

重庆两支俱乐部老实承认，未能

在规定时间里提交 “工资确认

表”，申请延期。

所谓未能在规定时间里提

交 “工资确认表 ”，简单地说 ，就

是去年的欠薪还没有还上。

欠薪一直是中国足球的老

问题，过去一直有那么几支老牌

欠薪队 ，起起伏伏好多年 ，每年

闹出球员罢赛的新闻。 虽然现在

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俱乐部欠薪

的问题却始终没能根除。

本届足协做了一些改变，在

制度上限制俱乐部的投资，避免

恶性竞争，规定球员工资上限等

等，相信对今后俱乐部减负会带

来积极的作用。

但是中超虚火陈垢多年，不

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 两家俱

乐部老老实实承认欠薪未决，请

求延续，也是一种务实之举。

承认不能，并不丢脸。 明知

不可为而为之， 则是败家之手，

上海人讲“死要面子活受罪”，说

的就是这种。 承认举办困难，无

意接手亚冠， 是个明智之举；申

请延期，不像过去那样用哄骗威

逼利诱球员就范，一来现在也难

以做到 ， 二来也把自己逼到墙

角，何苦呢？

承认不能， 大不了退出，这

是种务实，不丢脸。

寒冬中的球队

对中超、中甲、中乙的部分球

队而言，欠薪已经成为常态。 前有

重庆当代在冬训期间球队就地提

前解散， 后有新赛季中甲升班马

淄博蹴鞠面临解散……在投资方

看来，欠薪是迫不得已；球员则是

不得不同时面对足协的限薪令和

球队欠薪的局面， 薪水不得不一

降再降。 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个难

题。

上周五， 是足协要求各级别

联赛球队上交“工资奖金确认表”

的日子。 在这之前，就有部分球队

无法按时交表、 球员拒绝在表上

签字等消息传出。 最终，中超球队

中只有天津津门虎、 重庆当代申

请延期交表， 但对江苏队等压哨

交表的球队而言， 球队目前的处

境也不好过。

如果投资方还能拿得出钱投

资、球队还未出现欠薪的局面，那

么球队一般不会选择压哨甚至延

期交表。 比如作为投资方的苏宁，

就要面对国内外两支球队同时讨

薪的困境。 除了江苏队，意甲球队

国际米兰同样归苏宁所属。 而意

大利足协刚刚下达了最后通牒 ，

要求欠薪的球队在2月补齐所有

欠发的薪水。 对苏宁而言，一下要

拿出欠着国米四个月的薪水 ，这

是笔不小的数目。 也许投资方认

为，在自己风光时，投资的球队越

多越有排面， 但企业一旦日薄西

山，这些球队就都成了累赘。

通常， 中超球队的投资方都

有些来头， 而不是无名小辈。 然

而，在低级别联赛赛场，情况就不

太一样。 上赛季中乙亚军淄博蹴

鞠， 就是靠一群爱踢球的球迷组

建起来的一支队伍。 在冲甲成功

后， 作为足球起源地的淄博历史

上第一次有了中甲球队。 可以说，

这是支以情怀建队的球队。

但情怀是虚的， 并不能投资

球队。 真正要建球队，难免会谈到

资金的问题。 原本就处于欠薪状

态的淄博蹴鞠， 在冲入中甲后因

为球队需要更多投入、 投资方无

力承担只好让球队解散。 对其他

拿情怀当挡箭牌的中甲、 中乙球

队来说，上海申鑫、淄博蹴鞠都是

他们的前车之鉴。

当中国足球各级别联赛中不

断出现球队欠薪、解散的现象，到

底该让谁来背锅？ 这不能不说和

球队资金来源有关 。 在中超 、中

甲、中乙球队中，大部分资金往往

来自投资方。 如果投资方一缺钱，

那么球队的资金链就会断。 而在

英超等欧洲联赛，除了投资方，球

队还能从周边、票务、观光等方面

赚钱来保持球队运转。 这种不同，

就体现在常会有中乙球队宣布解

散， 而大部分英甲球队一直能运

作下去。

在欠薪成为常态的情况下 ，

对那些举步维艰的球队而言 ，想

要熬过寒冬期并不容易。

葛爱平 秦天

阿仁

姬宇阳

●

上周写专栏，题为《寒冬将

至》，说的是大牌外教与中超渐

行渐远。 与此同时，渐行渐远的

还是大牌外援。 胡尔克、 特谢

拉、哈姆西克等将一去不复返。

大牌的离去， 联赛的质量会

下降，影响力也随之减弱。 足协曾

经提出要建设所谓的 “第六大联

赛”，成了梦中的幻影。

●

然而 ， 实际的情况更糟糕 。

2020年 ，11家俱乐部被取消了注

册资格；五家俱乐部退出了足坛。

16家，正好是整个中超的规模。 真

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

1月29日截止期，仍有天津泰

达、重庆当代两家没有上交“工资

表”，申请延期。 实际欠薪的，不止

这两家俱乐部。

大牌远去，只是水平下降；数

家欠薪，则关乎生存。

这何止寒冬将至？ 这是跌落

了冰河。

●

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大市，且

各只有一支球队， 怎么就找不到

一个新东家或者新股东呢？ 主因

之一， 也是既无利可图又无名可

取。

由此可见， 所谓的中性名称

是釜底抽薪的，是要人性命的。

●

评判一个政策的优劣， 不应

该是理想中的而应该是现实中

的， 不应该是理论上的而应该是

实际上的。

一个政策在贯彻落实中事与

愿违，出了问题，就应该叫停。 知

错不改，将错就错，后患无穷于事

业的发展。

望相关单位与人士， 放下面

子，注重实际，稳步前行。

朱润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