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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禁赛期已满
奥运会游泳冠军孙杨在全国游

泳冠军赛的一次赛内兴奋剂检查中

出现阳性，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

心24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一

消息。

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赵健告诉

新华社记者，孙杨在5月1 7日一次尿

检中被查出使用了违禁物质曲美他

嗪，遭禁赛3个月处罚，时间从5月1 7

日至8月1 6日。同时，孙杨在全国游泳

冠军赛上的1 500米冠军头衔被取消，

罚款5000元。

曲美他嗪为刺激剂，属于赛内禁

用的特定物质，今年1 月刚刚被列入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禁用清

单。含有曲美他嗪的药物在临床上是

预防心绞痛的处方类药物，可以提高

心肌细胞能量，改善心脏功能。

赵健说，在7月的听证会上，运动

员出示了清晰而有说服力的证据，证

明曾使用药物“ 万爽力”（ 盐酸曲美

他嗪片）治疗心脏不适，而孙杨也证

明了他无意使用这种药物提高运动

表现，因此符合反兴奋剂规定条例中

减免处罚的标准。

据记者了解，2008年1 1 月，孙杨

因感冒后出现了胸闷、心悸不适等症

状，专家会诊后认为孙杨存在心肌缺

血情况，与感冒病毒感染损伤心肌有

关，予服用处方药“ 万爽力”以治疗

心肌缺血、保护心肌。其后几年中，孙

杨在大运动量训练后偶尔会出现胸

闷、心悸不适等症状，孙杨均按照医

生的建议服用“ 万爽力”，症状改善

明显，对心脏的保护也较为理想。

赵健认为，这次事件给所有运动

员和教练员再次敲响警钟，也暴露了

辅助人员反兴奋剂水平不高的漏洞。

反兴奋剂中心同时公布了第二

和第三季度的检查数据。由于今年大

赛频繁而且恰逢省运会年，中心在这

两个季度进行了大约9900例兴奋剂

检查。

孙杨：震惊、沮丧有压力
孙杨因兴奋剂检测呈阳性但3

个月 禁 赛 已 期 满 的 消 息 24 日 被 公

之 于 众 。 这 位 奥 运 会 游 泳 冠 军 表

示，这一事件让他“ 震惊沮丧”，但

同 时 让 他 更 加 意 识 到 反 兴 奋 剂 工

作的重要性。

“ 我一直认为，在泳池中就要凭

自己的实力来取得成绩，在多年的训

练和比赛中，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兴奋

剂检查，不论是在国内国外，赛内赛

外都没有出现过兴奋剂违规问题，”

孙杨表示。“ 这次事件让我震惊沮

丧，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让

我更加珍惜自己的运动生命，认识到

反兴奋剂对我们运动员的重要性。我

本人将深刻接受教训，刻苦训练，用

实际行动和好成绩来回报支持、关

心、爱护我的人！”

浙江省游泳协会的相关负责人

表示，孙杨作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平

时均有较强的反兴奋剂意识，多年

来，孙杨接受药检的次数比一般运动

员多许多，从未发生违规现象。此次

孙杨误服药品事件，暴露出协会在反

兴奋剂管理工作中的疏忽和不足，教

训深刻。 据新华社电

孙杨服禁药 半年后大家才知道
孙杨在5月17日一次

尿检中被查出使用了违禁
物质曲美他嗪，遭禁赛3个
月处罚，时间从5月17日至
8月16日。

为何阳性事件过了半年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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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杨的过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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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处罚为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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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张逸麟
孙杨又出事了，而且是触碰到了

兴奋剂这条红线，这与之前无证驾

驶、师徒反目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

不小心就可能伤及、乃至危及职业生

涯，至少从今往后，孙杨不免会被外

界贴上“ 曾涉禁药”的标签。

“ 万幸”的是，孙杨算是安稳地

度过了这一关，而且是在神不知鬼不

觉的保密情况下，直到昨天真相公

布，孙杨早已过了禁赛期，并在之前

的仁川亚运会上为国争光。

看来这是一场很不错的“ 危机公

关”，保密工作做得好，既保护了这位

国宝级运动员，也保证了在仁川亚运

上的成绩，还保障了反兴奋剂工作的

进行，一举三保。

好一个“ 保”字了得，可把“ 保”

字拆开来，一个人，一个呆，真把别人

当呆子了。

呆子们不禁要问，为何直到如今

才公布孙杨的涉药事件，答复是太忙

了，没时间公布，而且一切都是按程

序办事。有人甚至还把之前李宗伟的

涉药风波拿出来作反例，认为李宗伟

在仅仅有! 瓶结果情况下，当地反兴

奋剂机构就将情况透露给媒体，不仅

违反了规定，也侵犯到运动员隐私。

然而即便面对呆子们，无法否认

的一点是，孙杨在这次事件中确实受

到了特殊的对待。事发的5月全国冠

军游泳赛，孙杨只被取消了1500米的

成绩，而保留了其200米和400米自由

泳的冠军成绩，因为这个赛事就是仁

川亚运会的资格赛，一旦3个成绩都

取消，那么孙杨是否有资格出战仁川

亚运也存疑问。但处以3个月禁赛，且

秘而不宣，从时间点上恰好给了孙杨

和中国代表团为国争光的机会。

为国争光，已经成了许多特事特办

的幌子。聊起孙杨这一次的事件，一位

朋友一针见血，“ 老百姓可不觉得带有

争议的金牌有多光荣，也许只有在乎政

绩的人，才会在乎运动员的成绩。”

要知道，除了“ 危机公关”，还有

“ 自曝家丑”。当年马云自曝家丑，整顿

阿里巴巴涉嫌欺诈的行为，全国政协委

员李荣融就支持马云的做法，李荣融

说，失去的钱可以赚回来，失去诚信却

很难修补，而国内企业最缺的就是诚

信。在体坛也一样，失去的荣誉可以拿

回来，但失去的诚信又该怎么弥补？

中国体育，不缺“ 保”的实力，缺的是

“ 曝”的勇气。为国争光，不如为国曝光。

天下体育

温柔一刀

孙杨兴奋剂事件解读

为国争光，不如为国曝光

刘宏疆否认赛后踹人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CBA第1 0

轮北京与佛山的比赛，尽管马布里在

最后时刻两罚不中，但李根补篮命

中，帮助北京队最终以1 20：1 1 8准绝

杀佛山队。不过，本场比赛的焦点并

非比赛本身，赛后，有消息曝出，佛山

俱乐部总经理刘宏疆不满裁判判罚

大闹技术台，并且怒踹工作人员。对

此，刘宏疆本人昨天给予了否认。

据外界相关报道透露，赛后，有

现场记者看到刘宏疆赛后到技术台

跟工作人员理论，认为他们走表出现

了错误，并且用拳打了一名工作人

员。甚至，同时还用脚踹了另外一名

工作人员。对此，刘宏疆在接受采访

时，显得有些愤怒。“ 首先他们说的

踹、踢、打这种根本就不存在，你说在

理论的过程当中我要跟他说话，他要

走，那我要挡住他不让他走，那你说

这种推搡是肯定存在的。”刘宏疆还

原了当时的场景，“ 可是如果说上升

到打或者踹，这就是造谣、污蔑了。我

当时只是拦住他不想让他走，所谓的

推搡实际上就是拦住而已，不应该用

推搡这个字眼。”

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消息曝出，

刘宏疆的话语也是有些无奈。“ 之后

我做出的质问，现在被某些别有用心

的媒体，断章取义导向了另一面。”

不过，虽然否认了“ 踹人”的说

法，但是刘宏疆坚持认为，当晚的判

罚存在严重的问题。“ 我对比赛结束

段裁判的几个判罚，认为是不公平

的。其中北京队有几个明显的犯规，

但裁判就是没有吹。”刘宏疆说，“ 裁

判的判罚尺度严重不一，这绝对不是

水平问题。裁判判罚尺度过于偏向，

已经改变了比赛结果。”为此，俱乐

部正在准备申诉的相关材料，将尽快

送交中国篮协，以及本赛季刚刚成立

的裁判管理委员会。

科比再遭“ 里程悲”
本报讯 记者 杨羡之 征战NBA

十余年，科比早已经留下了无数的纪

录。并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也在刷

新着自己乃至NBA历史的许多纪录。

昨天，科比再度拥有了一个超越的时

刻，篮板总数超越乔丹，升至历史排

行榜的第1 1 8位。只可惜，湖人在加

时赛憾负掘金。

本场比赛之前，科比的篮板球总

数是6667个。这场比赛，他又抢下了6

个篮板总数达到6673个。这样，科比在

职业生涯总篮板上超越迈克尔·乔丹

的6672个，升至历史排行榜的第1 1 8

位。值得一提的是，科比在篮板和助攻

上已经都超越了乔丹，剩下最为接近

的一项统计，则是得分。对于自己再创

纪录，科比倒并未过多在意，甚至还开

起了玩笑，“ 这是一个不错的纪录，不

过，篮板球可不是我的强项。你不能寄

希望于一个后卫，职业生涯创造让人

非常惊讶的篮板球纪录。”

科比无暇顾及自己的又一个纪

录，或许与湖人昨天再度输球有关。

原本，他们极有希望再拿下一场胜

利，第四节初期科比连得7分，曾让湖

人拥有过领先的优势。只是，在最后

的决胜关头，科比哑火了。连续五次

投篮打铁，包括第四节还有0.9秒时

可能绝杀对手的一投，让湖人只能遗

憾地以94：1 01 在加时赛惜败给丹佛

掘金。

“ 心脏不适”的孙杨还能游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