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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申鑫都在等
“ 我们会在明天再跟足协沟通，

争取能够得到一个确定的答复。”这
是周日记者在与申鑫俱乐部总经理
秦蘋通话中，对方给出的一个答复。
昨天上午，整个申鑫俱乐部全部

“ 动”了起来，秦蘋一次次地与足协
沟通，只可惜，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明
确的答复。“ 其实我们也很着急，毕
竟要随时更换俱乐部的计划，但说实
话，足协那边也着急，他们跟我们一
样也在等。”秦蘋说，“ 目前足协那边
已经催促大连那边，让他们尽快给出
一个答复。目前来看，应该这三四天
内就能定下来了。”

其实早在前几日，阿尔滨集团董
事长赵明阳已经带队接管了实德俱
乐部。当时他就已经公开宣布，已经
花费3.2亿将实德俱乐部买下。同时，
赵明阳还给出了承诺，“ 每个人都会
有工作，只是部分人的位置可能要发
生变化。”至于球队下一步的安排，
赵明阳也表示，将在本月7日开大会
出台具体方案。不过，对于大连队方
面的这个做法，申鑫俱乐部却有些不
满，“ 按照中超章程，或者过去的惯
例，如果实德的中超名额多出来，足
协应该从降级球队进行增补。现在这

样，不仅仅是我们，足协和福建队那
边都陷入了被动。”

申鑫将全力备战附加赛
虽然现在附加赛是否成行还没

有正式确定，但上海申鑫方面却已经
积极地准备了起来。“ 队里已经给我
们通知了，7日（ 本周三）所有球员
必须全部归队。接下来还是和这个
赛季一样，专心训练备战。”一位队
员昨天向记者透露了申鑫俱乐部的
计划。与此同时，外援也已经全部改
签此前的机票。主帅朱炯对此也表
示：“ 队员三天不训练，体能下降
10%，一个星期不训练下降30%。既
然现在有可能打附加赛，那我们就
要准备起来，不能因为其他的原因
留下遗憾。”

至于接下来的安排，申鑫俱乐部
也表示，只要有一丝机会都会全力准
备争取留在中超。“ 如果有打附加赛
留在中超的机会，申鑫怎么可能放
弃。毕竟一年投入这么多钱，一旦降
级，这些投入都白费了。”一位俱乐
部高层昨天表示，“ 虽然俱乐部确实
已经有了打中甲的思想准备，但目前
这些工作将全部暂停。队伍重新集结
前的这几天，包括教练组在内的所有
人，都会重新定出一个计划。”

申鑫全队已定于周三再度集合
附加赛是否成行都将全力备战

本报讯 实习生 万真霞 记者
张楠 早前，阿姆斯特朗的兴奋剂事
件闹得沸沸扬扬，巴黎大师赛开赛
之际，穆雷在巴黎这片自行车运动
的热土发表了对于“ 自行车兴奋剂
检测”的看法。然而，自行车迷们认
为穆雷是在讽刺以及贬低自行车运
动，这使穆雷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上周，穆雷评论了“ 阿姆斯特朗
事件”，他认为：“ 这对于自行车运动
来说绝对是个耻辱。自行车这样的运
动，很大程度上是纯体能的竞技，哪
怕是环法，技术含量也很少。而网球
对技术的要求比较高，你无法通过服

药来学习技巧。相比其他热门体育项
目，网坛算是一片净土了。”这样的
一段话让法国的自行车迷们看不下
去了，认为这侵犯了神圣的环法自行
车赛。穆雷大喊自己无辜“ 躺着也中
枪”，随后在自己的推特发表声明，
解释说本意并非如此。

昨日，穆雷在伦敦总决赛迎来
亮相战，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
说：“ 我说这番话是因为我当时觉得
非常吃惊，然后我希望不管是哪一
项运动都能够是干净的。因为我热
爱网球，所以我不希望兴奋剂丑闻
发生在网坛，同时也不希望发生在

其他任何运动上。”他还说，“ 人们
表达的意思常常很容易被曲解。一
两个词语的差别往往会导致意思南
辕北辙。我已经尽量不做一些愚蠢
的评论，或者开一些无聊的玩笑，
以免人们断章取义，但这种情况难
以完全避免。我会尽量不再犯这种
错误。”

这位25岁的网坛巨头犯这样的
错误不止一次了。2006年德国世界
杯期间，穆雷曾经说：“ 我会支持所
有英格兰的对手！”这在英国引起轩
然大波。看来，苏格兰人的语言功底
还得好好修炼。

本报讯 记者 彭敏熠 中超虽
已落下帷幕，但围绕着那半个亚冠
名额的争夺，却仍悬而未决。不过，
昨天也有消息传出：亚足联将在月
底重新分配2013-2015年的亚冠名
额，届时已完善“ 媒体服务和体育馆
设施”的中超，有望恢复4个亚冠正
赛名额，而足协对此事的态度也很
明确：“ 我们会寸土必争！”

本月26-29日，亚足联年度会议
将在吉隆坡召开，作为此次会议的核
心内容，2013-2015年亚冠名额的分
配，格外引人关注。据记者了解，去年
因两项指标考核未及格，而被亚足联

削减0.5个亚冠正赛名额的中超，由于
过去一年中的改变，在一个月前便获
得了亚冠特别考察团的好评。尤其是

“ 媒体服务和体育馆设施” 这两块
上，中超各赛区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
卷。最终综合评分仅次于日韩联赛，
位列亚洲第3，反倒是去年收获1个正
赛名额的泰国方面，在此次评估中表
现不佳，甚至未能达到及格线。

更重要的是，在亚冠名额一事
上，足协方面极为重视。一位相关负
责人表示：“ 今年我们在联赛的方方
面面下足工夫，希望就是能把丢掉
的名额再次争取回来，在亚冠名额

上，我们肯定是寸土必争的！”
当然，中超想要真正实现收复

失地，或者说是长期获得亚洲一流
联赛的地位，还需涌现出更多像恒
大这样的俱乐部才行。因为中超球
队近4年来在亚冠中的成绩，只不过
位列所有国家的第8位，甚至不及乌
兹别克、澳大利亚。而这两个国家分
别只有1个亚冠正赛名额，他们和其
余西亚势力一样，对今年的亚冠名
额虎视眈眈了很久。

不过，有消息称，中国足协目前
已经联系了韩国足协，希望能够联
手出击，增大胜算。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为期6个月
的上海市首届虚拟运动会上周末在
黄浦体育馆落下帷幕。经过激烈的
角逐，浦东新区、徐汇区、长宁区代
表队分别获得虚拟运动会区县团体

奖冠亚季军。青浦区、长宁区、宝山
区、奉贤区、浦东新区等区县运动员
获得50米游泳、100米跑步区县组前
三名。作为上海智慧城市建设的一
项重要创新，本届虚拟运动会通过

摄像头、高性能电脑、姿态识别模
拟现实等软件，模拟百米赛跑、游
泳、保龄球和非标等多个项目，共
计吸引上海17个区县10余万市民积
极参与。

》天下体育

中超有望恢复4个亚冠正赛名额

穆雷被自行车迷指责

市首届虚拟运动会闭幕

这个赛季的中超已经结束，但降级的悬念却还未尘埃落定。决定申鑫命
运的附加赛是否会举行，成为了所有球迷关注的问题。昨天，上海申鑫俱乐部
再度与足协沟通，依然未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由于大连阿尔滨方面还未
向足协递交“ 合并”的申请，足协只能在催促的同时，让上海申鑫方面再静候
几日。而申鑫俱乐部已经确定，无论是否会举行附加赛，都将在周三全队重新
集结。 本报记者 杨羡之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11月4日下
午 ， 上 海 市 第 一 届 市 民 运 动 会

“ 990”第九套广播体操大赛总决赛
在卢湾体育馆举行。经过各区县、市
级机关、总工会及高校系统层层比
拼脱颖而出的99支代表队参加了角

逐。副市长、市民运动会组委会主任
赵雯宣布开赛。

当天，来自99支代表队的1800
余名运动员各自身着统一服装，先
后进行了第九套广播体操展示。本
次总决赛中包括9支市级机关队伍、

18支企业集团代表队、3支高校队
伍、69支基层代表队。参赛队伍里既
有头发花白的社区老人，也有年富
力强的企业职工，人群覆盖各个层
面，真正体现了全民健身的健康生
活理念。

广播体操大赛总决赛举行

叶落归根，骨灰将遵其遗愿撒入黄浦江
近千人前往中国棋院吊唁陈祖德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昨天上午10
点，包括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内
的近千人来到中国棋院集体吊唁围
棋泰斗陈祖德。7日，棋院将在八宝山
为他举行简单的遗体告别，随后将遵
照陈老遗愿将骨灰撒入故乡的母亲
河———上海黄浦江。

陈祖德一生都注重人品，他特意
留下遗嘱，要求不开追悼会，不搞遗
体告别仪式，就是因为不愿意麻烦别
人。但大家都“ 不愿”遵守这一点，除
了陈祖德的家属到场之外，各地都有
棋界人士、棋迷赶到北京，自发前来
吊唁。

中国棋院决定在吊唁仪式后再
在八宝山安排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
也是为了送这位值得尊敬的老人最
后一程。

特意赶往北京吊唁的上海棋院
副院长刘世振告诉记者说：“ 在最后
的时候，他躺着不能动，护士帮他把
鼻子上的管子稍微动了一下，他就
满头大汗。那肯定是常人难以忍受
的疼痛，但是他还是很有礼貌地跟
护士说谢谢，这是难以想象的精神
和风度。”

昨天的吊唁现场，灵堂四周被花
圈挽联环绕，陈祖德的亲属站在他的

遗像旁边，向前来吊唁者一一致意。
陈老的遗孀不停地抹泪，一对双胞
胎儿子守在一旁，他们在挽联上写
着“ 爸爸，我们永远爱您”。陈祖德
的姐姐、作家陈祖芬哭到需要旁人
搀扶。

此外，除了体育界的各级领导，
还包括了棋界的各位名家国手，聂卫
平、常昊等人均到现场，因为早已确
定好行程的马晓春没能赶来，也表示
这几天将会连续发文忆陈老。

陈祖德为棋奋斗了一生，吊唁仪
式也用围棋的形式进行。地板上贴着
黑色的数字1至19，人们自发地对应

数字而站，每排19人上前鞠躬。众所
周知，围棋棋盘上每行19格，人们以
这种方式送别棋界泰斗。

陈老斯人已去，但却给棋界留下
了丰富的财产，包括了诸多的围棋专
业书籍、首创的“ 中国流”布局、围甲
联赛和等级分制度等等。

“ 陈老的所有书我都看过，他们
那代棋手的那段历史，是我们想象
不到的，但我们这代棋手，完全得
益于陈老那代棋手，没有他们走过
的那段路，我们现在就不会走得这
么好。我们会把陈老的精神一直传
承下去。”刘世振说，“ 至于中国流，

这个布局没有任何一个布局可以和
它相媲美，在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到
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棋手所喜爱。
我觉得中国流布局是绝无仅有的，
任何布局都代替不了，完全可以去
申遗。”

陈祖德的师弟、中国围棋协会主
席王汝南更是评价说：“ 在围棋世界
里，需要友好竞争、相互包容才能发
展这项事业，这是祖德留给我们的宝
贵财富。”在他看来，陈祖德的成就不
仅在于开创并发扬了风靡世界棋坛
的棋法“ 中国流”，更在于陈老拥有
围棋的“ 大局观”。

本周三，申鑫全队又将重新投入训练。 本报资料图 记者 丁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