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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与国际自

盟在此事上的不同态度来看，陷入禁

药危机的阿姆斯特朗最终是否能受

到公平裁决，目前尚不得而知。

USADA可以针对他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

USADA

）

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 负责对所有

美国籍运动员进行兴奋剂检验，通

报结果以及裁决可能由此产生的类

似争议。 在怀疑美国车手阿姆斯特

朗在环法比赛中使用兴奋剂后，

U鄄

SADA

成立了一个由

3

到

5

名医学、法

学专家组成的复审委员会， 他们将

通过审查尿样的检测结果来确定，

是否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运动员使

用了兴奋剂。在进行审查后，委员会

便会做出运动员是否服用了兴奋剂

的裁决， 裁决由委员会成员投票表

决。 如果决议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证

明运动员使用了兴奋剂， 将举行听

证会指控该名运动员， 并宣布对他

的纪律性处分。

USADA的处罚会生效吗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反兴

奋剂机构并没有权利提起刑事指控，

但是它可以剥夺服用违禁药物的运

动员的冠军头衔， 并且对他们实施

禁赛惩罚。不过在今年

4

月，国际自

盟曾公开表示他们是惟一有权审定

判决阿姆斯特朗案件的机构。从国

际奥委会规定的兴奋剂管理条例来

看，要处罚一位服药的自行车选手，

必须要求该国反兴奋剂机构向国际

自盟提供证据，并建议国际自盟对服

药选手进行处罚。

USADA

已经公开

表示要剥夺阿姆斯特朗

1998

年

8

月

1

日后所有成绩的决定，是绕开了国际

自盟，自行做出的处罚。根据国际自

盟的相关规定，这个处罚是无效的。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

昨日， 中国男篮

U18

队以

76

比

33

击败沙特阿拉伯

U18

队， 跻身

U18

亚洲

青年男篮锦标赛四强。

●

昨日，

2012

年

伦敦奥运会内地金牌运动员代表团抵达

香港， 展开为期

3

天的活动。

●

昨日 ，

NBA

快船球星巴特勒来到都江堰市青城

山高级中学，在

5

·

12

地震后

NBA

向该校

援建的室外篮球场上， 巴特勒辅导学生

进行了篮球基础训练。

●

前日，德乙球队

布伦瑞克宣布， 中国球员张呈栋从葡乙

马夫拉队租借加盟。

●

昨日，国际田联钻

石联赛洛桑站结束，在

200

米比赛中，伦

敦奥运会后首次亮相赛场的博尔特以

19

秒

58

的成绩打破自己保持的赛会纪

录轻松夺冠。 姜山 何鹏楠 周玥廷

世纪大战巴萨逆转

西媒却称皇马被救

巴萨主场3比2逆转皇马，昨晨的2012

年西班牙超级杯第一回合比赛在诺坎普

球场踢得火星四溅，C 罗和梅西都有进

球。不过赛后媒体的焦点却是巴萨门将巴

尔德斯， “巴尔德斯拯救皇马！”西班牙

媒体《每日体育报》如此表示。

巴萨本可以取得一个更好的结果，

但是因为巴尔德斯终场前的失误葬送好

局。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巴尔德斯在接

应回传球时太过大意，未能及时解围，让

迪马利亚抢断后将球轻松送入空门，把

比分改写为2比3， 为客队赢得了更大的

翻盘机会。 此外在第14次敲开卡西利亚

斯十指关后， 梅西已成为巴萨俱乐部历

史上的世纪大战射手王。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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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头衔遭剥夺？

兴奋剂事件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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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队报》首次提出质疑

2006

年 调查结果显示车王清白

2011

年 队友揭发阿姆斯特朗

2012

年 阿姆斯特朗放弃申诉

在伦敦奥运会因伤退赛后， 沉默多

时，刘翔前日终于出现在了媒体面前。当

刘翔右小腿上十三针如同蜈蚣般的鲜红

疤痕出现在电视镜头上时， 不需要太多

语言， 大多数人可能都体会到了刘翔在

摔倒的那一刻，有多么地痛。一时间，有

关刘翔“假摔”的看法烟消云散。据刘翔

主治医生透露， 刘翔在经过之后数周的

养伤后， 将逐渐接受脚跟平放、 关节活

动、肌肉练习等康复训练，整个恢复期将

长达8个月至1年。

过去半个月， 刘翔经历的身心的苦

痛，想必只有他本人才能完全体会。值得

一提的是就在此前几天， 就刘翔伦敦奥

运会伤情的问题， 央视被披露事先已经

知情， 其中包括解说员杨健准备了四套

解说方案这样的说法， 又将刘翔推到了

风口浪尖上。在这个时候，一直沉默的刘

翔选择了站到公众面前， 他用平和的言

语表示，“努力了经历了就无憾，可能大

家对我的期望很高……”网友“青年报

张楠” 指出，“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李

宁面临的舆论环境要比刘翔糟糕得多，

但他在另一块战场开启了新的辉煌，相

信刘翔可以走出困境。”网友“栗强”则

表示：“我删掉了自己质疑刘翔的所有

帖子，自己也释然了。我很诧异，自己以

前为何不能原谅刘翔，但现在，我原谅了

他———他走来出了，写下金色句点。诚实

比金子更重要，祝福刘翔。”

刘翔8月9日在伦敦接受了右跟腱修

补加增强手术，清除了腱病和钙化组织。

据介绍，刘翔的两块钙化物，最长的竟达

1.5厘米，伤口也比2008年那次手术时长

了四倍。 按照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

动医学科主任陈世益教授的说法， 刘翔

的石膏将在两周后拆下，随后戴上脚套。

大约一个半月后， 刘翔将逐渐接受脚跟

平放、关节活动、肌肉练习等康复训练，

整个恢复期将长达8个月至1年时间。至

于康复地点，可能还是选在美国，所有康

复费用将从他赞助商的广告费用分成中

扣除。

刘翔并未表态自己会退役， 但他却

明确表示：“伦敦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

我没想过2016年再参加里约奥运。”据

了解， 刘翔目前一方面在做积极康复的

准备，另一方面可能要继续自己的学业，

包括英语和各方面的知识积累。 对于未

来， 乐观的刘翔还是充满了信心：“人

嘛，一定要向前看，我相信将来我一定会

很好。”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整理

成都市残运会昨继续进行

地震致残者讲述拼搏故事

用运动挥别人生阴影

昨日， 成都市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

继续进行， 田径赛场上到处可见运动员

拼搏的身影。在火热的运动场边，两个坐

着轮椅在跑道边快乐遛弯的女运动员就

显得很另类， 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她们都是在5·12地震时

致残的，其中一个叫赵潺，她的比赛上午

就结束了。”

受伤致残时，赵潺只有23岁，那段往

事让她的情绪多少有些低沉， 不过笑容

很快又回到了她的脸上：“前几年如果

有人问我这些事情，肯定会流眼泪，但现

在早就走了出来。”

帮助赵潺走出阴影的正是参与体育

锻炼，“我是在2010年底开始练习轮椅

击剑的，结果半年多之后，就获得了自己

组别的全国亚军。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让

我非常开心， 正是参与运动让我走出了

低谷，重新找回了自我。”由于本届成都

市残疾人运动会没有设立轮椅击剑的项

目， 赵潺代表都江堰队参加的是肢体组

女子组F54级的铅球和标枪项目，她在铅

球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赵潺还给记者介绍了她的都江堰队

队友黄思雨。5·12地震发生时，黄思雨正

在映秀小学上课， 结果在逃离时被预制

板压倒。 黄思雨以超强的毅力从废墟中

爬了出来，但却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左腿。

黄思雨现在在都江堰友爱学校上初中，

她说自己成绩还不错，也很爱运动，在本

届成都市残运会上， 黄思雨参加了肢体

组女子组T 42、F42级中的田径100米、

200米、跳远等比赛，其中100米和跳远都

获得了冠军，“我现在基本每年都要参

加一次这样的运动会，强项是游泳。是运

动让我忘记了那一天， 让我从四年前走

了出来。”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实习生 李培洋

只睡4小时

姚明乐山做慈善

昨天，2012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

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而姚明也在昨天一

大早就来到比赛场地， 为小球员们加油

助威。值得一提的是，姚明昨天凌晨两点

半才赶到乐山， 仅仅睡了4个多小时，就

忙着去看小球员们，对慈善事业的重视，

可见一斑。

由于是刚刚结束了在肯尼亚的野生

救援探访之旅就赶往四川， 姚明一脸的

倦意，眼睛似乎都有些睁不开。但一到比

赛场地， 他立刻打起精神在几块场地之

间来回“巡视”，并不时为小球员的表现

加油助威。

从本月18日开始， 来自全国45所小

学的近400名学生聚集在乐山，参加2012

年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的活动。 除了

训练和比赛外， 这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

孩子们还参观了乐山大佛、 乐山师范学

院图书馆和动植物标本室，开阔了眼界。

姚明此前就表示， 这次篮球季活动不会

设立冠亚军， 为的就是让孩子们体会到

篮球的快乐。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乐山报道

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被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宣布剥夺冠军头衔

国际自行车联盟接受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无权审判阿姆斯特朗

昨晚，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了国际自行车联

盟（UCI）位于瑞士艾格勒总部的发言人塔尔，她

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国际自盟公布的 “关于兰斯·

阿姆斯特朗事件的声明”，该声明明确表示，美国

反兴奋剂机构无权作出剥夺阿姆斯特朗环法赛冠

军和禁赛的处罚，“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第八

章第三条规定，在阿姆斯特朗事件中，剥夺冠军和

禁赛的处罚必须向阿姆斯特朗本人、 世界反兴奋

剂协会和国际自盟三方提交调查和听证会结

果。” 显然，USADA还没有履行完整的程序，而

没有程序的公正，处罚的公正性仍是个问题。

剥夺七冠

自行车环法七冠王阿姆斯特朗即便在退役之

后，也未能摆脱人们对于他服药的质疑。在长时间

受到来自美国反兴奋剂机构（USADA）的指控

后，阿姆斯特朗昨日发表声明，表示不再与美国反

兴奋剂机构就有关他使用兴奋剂的问题进行纠

缠。美国反兴奋剂机构主席特拉维斯·泰格特随后

在第一时间宣布将剥夺他的七个环法车手总冠军

头衔，同时对其处以终身禁赛的处罚。

判决成疑

传奇还有救吗？

正义存疑

7冠清零

刘翔前日在上海接受手术后的拆线 他表示自己没想过参加下届奥运会

你的伤痛 我们懂了

车 王 人 生

阿姆斯特朗放弃为自己辩护

的消息瞬间成为媒体议论的焦

点，有种观点认为，阿姆斯特朗的

“放弃” 虽然不能等同于承认服

用兴奋剂， 但在结果上无疑是将

自己置于无法挽回的污点当中，

这也意味着一个传奇的破灭。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则认为阿

姆斯特朗此举是间接地承认了自

己的罪行， 主席泰格特随即宣布

将剥夺阿姆斯特朗在1998年8月1

日之后取得的全部成绩。 世界反

兴奋剂机构（W A D A）主席约翰·

费伊昨日表示， 阿姆斯特朗决定

不再与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就他的

兴奋剂问题进行辩解， 这表明对

阿姆斯特朗的指控一定 “有依

据”。 费伊说，“美国反兴奋剂机

构如今可以对阿姆斯特朗进行处

罚，我们也会支持处罚。”

不过，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做出的

判决是否有效呢？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国际自盟那里得到了最终的说

法。在国际自盟昨日提供给成都商报

记者的声明中，明确表示，“在阿姆斯

特朗事件中，剥夺锦标和禁赛的处罚

必须向阿姆斯特朗先生本人、世界反

兴奋剂协会和国际自盟三方提交调

查和听证会结果。国际自盟还向美国

反兴奋剂协会提出警告，“希望美国

反兴奋剂机构仔细翻阅世界反兴奋

剂条例第八章第三条的规定，来认定

自己是否具有审判权限。”另外，成都

商报记者昨晚了解到，国际奥委会发

言人马克·亚当斯表示， 国际奥委会

已经注意到U SA D A的处罚决定，他

们希望由国际自盟来做出“下一步的

裁定”。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一生

中的一个时刻说‘够了！’，而我

现在正在这样的时候。” 阿姆斯

特朗在这份声明中写道，“自从

1999年以来， 我一直都在和流言

蜚语作着斗争， 说我的环法七冠

是作弊得来的， 是用了不公平的

手段。这些都让我的家庭、工作饱

受困扰， 也拽着我进入到今天这

样的一个毫无意义的局面”。

尽管去年年初就已第二次

宣布退役，但阿姆斯特朗却未能

与纠缠已久的禁药官司说再见。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6月指出，阿

姆斯特朗曾依靠提升耐力的违

禁药物而获得冠军，这其中包括

了1999年至2005年他所夺得的

七个环法冠军，由此也开始了双

方长达数年的拉锯战。 日前，他

将美国反兴奋机构上诉至美国联邦

法院，要求停止对他的调查。但本周

一，美国联邦地区法官向外透露，阿

姆斯特朗起诉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的

诉讼已经被驳回。

遭受打击后，阿姆斯特朗放弃了

抗争， 他希望能够快点结束现在的指

控纠缠，“对我无止境的调查，给我的

家庭和基金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影

响，这让我做出了今天的决定：结束这

没有意义的纠缠。”在声明中，阿姆斯

特朗表示尽管自己放弃抗诉， 但是这

并不代表他会接受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的制裁，因为在他看来，自己在环法大

赛中所取得的成绩是谁都无法抹杀掉

的，“我知道是谁赢得了这7座环法冠

军奖杯， 世界上最强大的人才能赢得

这一世界上最艰苦的比赛的冠军。因

此谁都不能改变这一切。”

朗哥放弃辩护“我要结束所有的纠缠”

国际自盟警告 USADA无权自行判决

巴萨门神

无厘头丢球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刘翔的拆线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