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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当了二十多年体育记者 ，

会时不时思索一个问题———体

育的最大魅力究竟为何？

或许每个人都能说出十个

答案。 但仔细想想，每个答案都

有着共同点———将不可能变作可

能。 乔丹带病绝杀，马拉多纳天使

与魔鬼并存，伊斯坦布尔奇迹，菲

尔普斯单届奥运会八金， 博尔特

“飞”出人类极限，凡此种种，无一

不是将人类传统认知中的不可

能，演绎为现实。

体育是人与人的竞争， 是比

赛，总会有对手。 但那些划时代的

瞬间，王者最后一个战胜的永远是

自己，或者说，通向巅峰之路的最

终Boss，便是自己。 成为更好的自

己，是体育的追求。 也因此，有了

“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格

言。此间之“更”，比对的应是自己，

若换作对手，意境难免差了些许。

那么，何为“更好的自己”？ 这

个作为参照物的自己， 是过去的

自己，是巅峰的自己，或者，仅仅

是当下的自己。 想来，没有标准答

案。 我更喜欢“当下的自己”，只有

当下作为对比体， 参照才会变得

有意义。 我们可以战胜自己，但终

是有些难以战胜，譬如时间，又譬

如身体机能的老化。

而体育， 赋予人类一种想象

的空间———在某些时间，我们，人

类，确实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战

胜被视作近乎不可能击败的对

手。 比如池江璃花子。

这位20岁姑娘的故事， 想必

很多人说了很多次。 她的患病与

治疗， 她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倒计

时一周年宣传片中娓娓道来的不

甘，她时隔594天的复出 ，以及是

枝裕和在《中间泳道》里记录下的

她在康复期的言行———这一切 ，

都已经足够动人。 但当4月4日得

知其通过比赛胜利赢得东京奥运

会参赛资格，不由令我感叹：人类

意志之强大，可以强大到如此。

罹患白血病786天 ， 从零开

始，回到那条“中央泳道”。 尽管，

比起自己的最佳成绩差距很大 ，

但池江璃花子战胜了 “当下的自

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流逝的

时间也好，恶化的身体机能也罢，

那些看似不可战胜的因素， 都无

法击败这位身体比过去瘦弱了许

多、内心却强大数倍的姑娘。

这才是体育的魅力， 让人类

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次次重新出

发，向着“更好的自己”。 正如池江

璃花子在治疗期间发布于社交媒

体的手写信所写 ：“每一条隧道

里，总会找到一条出路。 ”因为，内

心有光，便有了希望。

自说自画

●今年的国内足球三级职

业联赛已经有了明确的开赛时

间，中超在4月20日、中甲在4月

24日 、 中乙在5月15日先后开

打。 今年的中超依然按照去年

的球队排名顺序进行了蛇形分

组， 广州与苏州被设立为两个

赛区。 A组在广州决战，由广州

队、山东泰山队、重庆两江竞技

队、 河南嵩山龙门队、 广州城

队、深圳队、青岛队和沧州雄狮

队。 这一组里广州队、山东泰山

队是强队劲旅 。 B组在苏州激

战， 有北京国安队、 上海海港

队 、上海申花队 、河北队 、大连

人队、长春亚泰队、天津津门虎

队与武汉队。 这一组被外界称

为“死亡之组”，京沪是老冤家。

上海德比是死对头。 河北队、大

连人队、 长春亚泰队是北方球

队，欢喜打硬仗、不服软。 看来是

姑苏城里的重头戏多于五羊城

了。

●第一阶段的赛事还不区分

主客场。 后来的比赛细则还不见

公布。 主客场制如果推出，那么对

两支球队的淘汰赛是火上浇油

了。 此外去年的“外援均衡保护政

策”也不再执行，这对外援迟迟不

能到位的球队是一个不小的冲

击。 今年最吸引眼球的变化是每

个俱乐部都有了三次申诉机会 。

胜诉不计次数， 败诉扣除一次机

会。 这对屡屡呼天抢地喊冤的球

队是有了约制的。 足协还将裁判

工作列为今年联赛的重中之重任

务。 裁判们抱团、结帮的苗子一经

发现将受到职业联盟的严惩。 场

上吹哨的也不能随心所欲了。 红

黄牌乱飞执裁者一旦被上诉所查

实， 那么自己也要领了红牌走人

了。

●联赛看两头，看谁为冠军，

看谁要降级。 依我看，今年联赛冠

军不会似往年那样吃香了。 去年

的中超冠军江苏苏宁突然夭折是

留下了阴影的。 争夺亚冠门票的

争斗也不会太过激烈了。 由于明

年将扩军， 今年没有了直接降级

的名额，倒数第一、二名的球队还

可以与中甲第三、 四名球队进行

两回合的升降级附加赛。 所以讲

在今年的中超中“死亡”是小概率

事件了。 球队的健康是根本，球队

的名与利只是点缀。 “苏宁事件”

提醒大家 ，没有了球队的 “1”，后

面再多的“0”也是白搭。 平安是中

超最大的赞助商。 各路英雄平安

即是福。 各级联赛平安就是喜。

平安中超。 中超平安！

中国职业足球
要先补理论课

古代清明始蹴鞠

足球，起源于蹴鞠。 初春，

万象更新， 到了清明时节战国

许多地方的气温转暖， 过去的

人们开始到户外进行荡秋千 、

拔河、蹴鞠等活动。

古代诗人常把清明寒食放

在一起抒发情感， 也往往把春

天开始玩的秋千与蹴鞠联系起

来写，有诗为证：

杜甫 《清明二首二 》：十年蹴

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

白居易 《洛桥寒食作十韵》：

蹴球尘不起，泼火雨新晴。

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蹴鞠

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少

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与柳宗元并称“韦柳”的韦应

物对足球也很有兴趣，其《寒食后

北楼作》：园林过新节，风花乱高

阁。 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

擅写宫廷内容的王司马王建

在《宫词》中专门写有女子玩蹴鞠

的诗句：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

散与金钱。 白打指两人对踢。

宋朝陆游一定很爱蹴鞠 ，写

了不少相关的诗句：“蹴鞠场边万

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 “路入

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 ”

“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

华。 ” “新诗刻烛惊词客，骏马追

风戏鞠场。 ”

宋徽宗赵佶喜足球众人皆

知，他写有宫女踢足球的诗：韶光

婉媚属清明，敞宴斯辰到穆清。 近

密被宣争蹴鞠，两朋庭际再输赢。

明朝蹴鞠仍流行，明朝翰林史

官钱福的一首写女子玩蹴鞠的《蹴

鞠》有诗为证：蹴鞠当场二月天，仙

风吹下两婵娟。 汗沾粉面花含露，

尘扑蛾眉柳带烟。 翠袖低垂笼玉

笋，红裙斜曳露金莲。 几回蹴罢娇

无力，恨杀长安美少年。 从唐宋明

的诗可见，蹴鞠在宫廷在民间比较

普及，女子玩蹴鞠也不在少数。

古人在清明时节已开始玩蹴

鞠了，中超中甲中乙也快开赛了。

内心有光
便有了希望

平安中超

三级职业联赛准入名单公

布、国家队集训结束，中国足球

将重新进入新赛季前的准备之

中。 当然，包括中国足协在内的

相关管理部门针对今年两家中

超俱乐部险些退出、 最终成功

保留了一家、 仅中超冠军不复

存在， 以及三级职业联赛每年

都有 “俱乐部公司” 退出的情

况，已经展开更深入的工作，甚

至已经惊动更高层开始研究相

关政策， 希望更好地引导中国

职业足球的发展。 不过，在出台

新的政策之前， 中国职业足球

发展恐怕首先需要着手解决理

论问题， 亟待完善职业足球发

展理论。

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一

步，恐怕并不能简单地认定“对

与错”，即便是像身为中超冠军

的江苏足球俱乐部停止运营 ，

也不是中国足球改革本身的问

题， 而是改革过程中早晚会遇

到的问题 ，否则在 《五十条 》中

也就不会有 “实行政府 、企业 、

个人多元投资， 鼓励俱乐部所

在地政府以足球场馆等资源投

资入股， 形成合理的投资来源

结构”这样的要求与精神。

中国足球要继续往下走 ，

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理论建

设、学习与研究。 中国足球、职

业足球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其

实还是 “理论匮乏 ”，不仅仅是

指中国足球界长期以来存在的

技战术理论上的落后， 如今我

们进行职业足球改革也缺少理

论方面的钻研， 对备受推崇的

欧美职业足球以及近邻韩日足

球的发展缺少深入的研究。 譬

如 ，“俱乐部 ”与 “俱乐部公司 ”

是一个概念吗？ 为什么中国的

俱乐部公司背后的母企业或公

司出现问题， 导致俱乐部公司

破产之后，俱乐部就不复存在？

而欧洲有那么多的 “俱乐部公

司”破产之后，但“俱乐部”依然

可以很好地存在着，然后“凤凰

复活”的方式，成立一个全新的

公司， 短短几年时间又重新杀

入顶级行列？

所以，对于目前中国足球出

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恐怕并不是

着急出政策、 出办法的时候，而

是首先应该把职业足球的理论

与发展重新展开梳理，包括中国

足球职业化已经快30年了，这30

年需要重新在理论上展开系统

地总结。 这种总结不是简单地

“一刀切”、全盘否定过去的发展

历史， 而是需要根据时间的变

化，重新进行调整，从整体上、从

政策上、从法律上进行全方位的

调控与保障。

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 ，

中国职业足球尤为如此。

4月，上海的天气渐渐暖和了

起来， 而中国足球的所谓冬季转

会窗仍然在继续。

过去几天， 因为江苏退出而

重返中超的沧州雄狮， 又迅速拿

下了两名原江苏队的球员。

谢鹏飞和罗竞两人 ， 都是

1993年出生， 且为联赛冠军队成

员。 罗竞上赛季总共出场23次，谢

鹏飞22次，放在正常情况，这样年

龄段的球员， 又不是打不上比赛

的边缘球员， 是不太可能自由身

转会的。

加上之前的吴曦 、 李昂 、顾

超、吉翔，在前几年中超泡沫最厉

害的时候， 冠军队这么多当打球

员如果推到转会市场上， 收入几

个亿是起码的。

记得有一年联赛， 一位非联

赛冠军球队的边缘国脚， 在合同

还有一年就要到期的情况下 ，居

然最后卖出了一个多亿的身价。

要知道按照国际足联的规

则， 当你距离自己合同到期还有

半年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和别的

俱乐部进行接触， 甚至签下新的

合同。 也就是说，当年这名边缘国

家的下家， 是花了一个多亿买了

他的剩下的半年合同。

不过经过这个冬天之后 ，至

少在一两年里， 中国本土球员的

转会市场会迎来一个新的低点。

经过今年冬天这一次捡漏之

后， 接下去的转会窗中超俱乐部

如果要花千万级别转会费买一个

国内球员， 老板们心里估计要想

一想了。

这个冬季转会窗，像吴曦、谢

鹏飞、 李昂这样的球员都是自由

身转会，未来一两年里，比他们水

平更差的球员， 到底应该是什么

个价格？ 各位可以好好回忆一下，

这个冬天大多数国内球员的转

会，都是自由转会。 虽然江苏的退

出是意外事件， 但本次冬窗这些

自由转会， 都是实实在在发生了

的事情。

冬窗的后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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