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23日透

露， 他们已经开始重打8年前与前环法

冠军阿姆斯特朗的官司，要求他连本带

息返还当年的庭外和解费。

2004年，《星期日泰晤士报》 的首

席体育记者沃尔什率先报道阿姆斯特

朗在夺得1999年环法冠军时有使用兴

奋剂的行为， 如日中天的美国人以侵

害名誉权为名将该报告上法庭，2006

年6月，双方达成庭外和解，但《星期

日泰晤士报》为此付出了30万英镑的

诉讼费， 而庭外和解的赔偿金据称有

100万美元。由于阿姆斯特朗今年10月

已经被取消了所有7届环法冠军称号，

《星期日泰晤士报》 已经对他提出起

诉，要求他连本带息返还所有的赔偿金

和诉讼费，总额超过100万英镑。

据新华社

神人惊天视频

C罗空翻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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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田径队的冬训已经开始了一

段时间了，用高科技武装训练也是这次

冬训的一大特色。 据上海媒体昨日报

道，以往教练一手秒表，一手记录本的

时代早已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iPad。

“它不但能现场拍摄运动员的跑步动

作，同时，还能从网上下载最新资料，与

国内顶尖选手之间做出比较。” 孙海平

对自己这个“新武器”赞不绝口。

孙海平表示，两个月前，田径队就

给每位教练员配发了一台iPad， 在机器

上预装了一款软件。“用这款软件可以

轻易分析出选手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

说，我觉得这个孩子的速度不行，那我

就可以从软件中调出速度有优势的运

动员影像，然后画面重叠，将他们的技

术动作做出直接对比。”

孙海平表示，这款软件让他的执教

形态，瞬间进入了高科技层面，就在半

年前，刘翔团队还需要依靠保障组组长

李国雄的一台DV来全程录制。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整理

成都商报讯（记者 盖源源）

昨天，

2012中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在海南结

束，第二年征战甲级联赛的成都国际象

棋队排名垫底惨遭降级。“虽说我们年

轻棋手实力有欠缺， 运气也差了一点，

但花高价请来的内援王皓下得太差，实

在没想到。” 成都国际象棋队主教练赵

兰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国际比赛上屡

屡斩获冠军的王皓共下15局， 只赢了4

局，胜率不到三成，“内援发挥失常是导

致降级的重要原因。”

国际象棋甲级联赛每轮每队上5人

（3男2女），规定最多可以派上1男1女两

名外援。考虑到去年凭借“本土年轻棋

手+外援”组合保级不易，今年成都队除

了物色实力不俗的外援， 还请来了目前

在国内国际象棋等级分排名第一的王

皓。但赵兰根本没想到，总共22轮王皓下

了15轮，只取得4胜6负5和的成绩，而且

其中两局还输得莫名其妙， 一次是迟到

被直接判负，一次是超时判负。“谁都不

会想到他会下成这个样子，很大的意外，

这也是导致我们队降级的重要原因。”

赵兰说，队里给王皓的待遇是最高的，超

过了其他6名外援。“外援是4男2女，下得

非常好，两名女外援总成绩14胜2负3和，

4名男外援总成绩7胜1负7和， 算起来外

援总共才输了3局。一名外援下一局的待

遇是7000元至8000元， 来回机票还包括

在内。王皓下一局是1万元，机票不包含

在内，但结果却是大不一样。”

作为国内等级分第一人， 且常在国

际大赛斩获冠亚军， 王皓的实力在联赛

中绝对超群。赵兰分析说，心态和责任心

都有问题。“联赛中不少棋手比他等级分

低得多，有的要低3、400分，跟这样的棋

手下，他不能输，因为输一盘对等级分影

响大， 会造成他参加不了高级别的国际

比赛，可能这个原因让他急于求胜，临场

发挥不佳。当然，在我们看来，王皓下成

这样仍不能理解。他的责任心也有问题，

最后两轮如果我们连胜就能保级， 但前

天倒数第二轮他说要回北大考试， 所以

缺席了。 虽然我们也做了思想工作希望

他能为保级再努力，但还是没用。前天输

掉后，我们就提前降级了。”赵兰说，也许

联赛对王皓没什么吸引力，“虽说他下15

轮有15万元进账， 但比不了他参加国际

比赛的奖金， 就拿12月初结束的那站国

际比赛来说，他拿了亚军奖金2.25万欧元

（约合18.5万人民币）， 算起来跟下15轮

联赛差不太多，但联赛时间拖得长，前后

一年，而国际比赛也就下11天。”

“今年我们这个阵容， 正常发挥很

可能拿名次的，结果现在却垫底降级。”

对于这个现实，赵兰显得既痛心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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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管你身体状况好与坏，都需要

一步一步地骑向终点， 只有到达终点后才

可以继续明天的比赛。”这是计成征战环西

赛的感受之一。今年8月底，计成以荷兰职

业车队Shinamo车队车手的身份参加了环

西赛。 始创于1935年的环西班牙赛作为世

界自行车三大赛事之一， 同样拥有高知名

度、高观赏度以及高难度。23天内完成21个

赛段，非常挑战车手体能极限。

作为首位参加自行车三大环赛的中国

车手， 计成在赛前并不被看好。“出国训练

这么多年了， 我既要给不相信我的人一个

有力的回击，也要给自己一个交代。既然给

了我参赛机会，我就一定要完赛。”正是这

份信念的支撑， 计成从起点西班牙北部城

市潘普洛耶一步步骑到终点西班牙首都马

德里，骑完了3360公里的全部赛程。

除了坚持， 所有车手还需要克服伤病

带来的困扰， 计成也不例外。 第十九赛段

时，计成惨遭摔车，受伤后的他不假思索地

调转车头骑回赛道、奋起直追，完成比赛，

最终他荣获该赛段“敢斗奖”。

在荷兰6年， 结识了不少朋友的计成，

不再像初到荷兰时的那般孤独。昨日，车队

放假，计成受邀坐火车去一个朋友家过节。

在出发前， 计成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越

洋独家专访。

成都商报： 在荷兰的训练生活和国内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计成：

国外的训练都是教练发邮件通

知训练计划， 各自完成训练计划以后把训

练数据下载到电脑上再回复给教练。 比赛

一般是一周前通过邮件知道去哪里比赛，

然后自己安排行程。其他如洗衣、做饭、租

房等等都需要自理。

成都商报： 车队为什么会让你去参加

环西赛？环西赛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计成：

通过这些年的学习和积累以后，

车队和我都觉得是时候参加一个这样的大

型比赛了，也算是对我的一种测试。我自己

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证明自我。我

以前没参加过这种强度的比赛， 不知道自

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另外，来自车队和队友

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成都商报：听说你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

计成：

环西赛中也摔过。不过最严重的

一次是在2011年的环波兰赛第6赛段。下山

的时候速度太快了， 时速大概是80公里左

右，自己撞到高速护栏上，左大腿前侧肌肉

完全断裂，大概用了半年时间才恢复。

成都商报： 你现在在车队训练的经费

是由谁提供呢？

计成：

车队提供一切装备和训练计划，

而且也会给车手发工资。 不过我租房子以

及水、电、煤气等生活费用都从我的工资和

比赛奖金里出，这一点和国内也有些不同。

成都商报：目前是不是在备战环法？进

入车队环法阵容的难度在哪里？

计成：

环法当然是要准备的。但今年车

队升级成PRO�级别了，队内车手间的竞争

会更加激烈，难度很大，但我会继续努力去

争取的。 明年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

赛事，就是回黑龙江代表省队参加全运会。

本组稿件本报记者 周玥廷 采写

计成下一站

环法

环西自行车赛骑完全程中国车手第一人

如果做个调查， 估计90%的人还回答不

出谁是计成。然而，正是这位在国内名不见经

传的黑龙江小伙子，在今年世界三大自行车赛

事之一———环西班牙自行车赛上骑完了全程。

作为在世界三大自行车环赛上首位完赛

的中国自行车选手，计成迈出了中国自行车史

上的一大步，但对他自己而言这不过是

一个开始。计成的下一站，直指目前世

界影响最广、 规模最大、比

赛水平最高的环

法自行车赛。

训练靠自觉 房租自己出

计成首次参加环西赛虽然只获得了第

174名成绩，但在很多人眼里，这已经是

一次极大的突破。西班牙媒体在报道环

西赛时就感叹道，“环西赛场上首次

见到了中国人。”

黑龙江省射自剑管理中心主任

张金林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笑言：

“这小子这回牛大了，回家的阵势赶

上奥运冠军了……” 环西赛后计成

回了趟老家哈尔滨，同行的是央视体

育频道的记者，他们全程跟拍这个25

岁的哈尔滨小伙儿已几个月之久。

其实，计成现在还有一个身份是黑

龙江自行车队队员。6年前，因为Shinamo车

队的中国车手培养计划，他被送到了荷兰。

在荷兰的训练生活，与国内截然不同，没有

教练天天围着自己转， 叫醒自己的永远只

有闹钟。从最初的苦不堪言，到现在的习以

为常，计成没少吃苦。好在6年付出换来了

收获， 他在环西赛的表现得到了车队的认

可。而由于Shinamo车队日前升级为ProTour

（

国际公路车赛的最高组别）

车队，拥有了

参加环法赛的资格， 计成也因此距离环法

赛又近了一步。目前，计成正和车队队友在

荷兰训练，全心备战新赛季，包括明年的环

法赛。

摔了继续骑 获得“敢斗奖”

“环西第一人”目标是环法

计成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

新软件相助 孙海平执教跃入“高科技”

英国报纸起诉阿姆斯特朗

内援不给力

成都国象队惨遭降级

计成

计成（右一）和队友们一起吃饭 图由本人提供

炫彩夺目 灯光秀出童话世界

夜幕刚刚拉开，精灵花车在吉祥物

的召唤下出现，带来一群活力四射的圣

诞老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白胡子花

花”的“老爷爷们”，竟然踏着“江南

style”的节奏开始劲歌热舞，这曲改编

过的国色天乡版川普Rap， 把现场的游

客逗得哈哈大笑， 不少游客也加入队

伍，一起动感热舞。

作为狂欢重头戏之一的大门音乐

灯光秀，其创意的新颖，高超的技术手

段以及惊艳的现场表现，征服了国色天

乡乐园的游客们。

狂欢之夜在美丽的震撼中开场，

动感的音乐响起， 所有人都被带动起

来，涌动的人潮随着音乐欢腾舞动。造

型各异的灯组随音乐节奏闪烁， 灯组

的变化也在游客的欢呼欢笑生中更加

绚烂神奇。

美味放送 免费蛋糕万人分享

夜幕刚刚降临，圣诞树下情侣们开

始拥抱，附近的海盗船布满彩灯传来阵

阵尖叫。大厨师正在制作一个三平方米

的大蛋糕，香浓奶油让人眼馋，蛋糕在

晚上八点开始向现场观众分发。

各种游戏设备前排起了长龙，花车

巡游即将开始人流开始涌向中心广场。

超大圆柱形爆米花桶，在国色天乡

乐园游客的见证下亮相，圣诞狂欢夜七

点时，满载的甜蜜爆米花倾泻而下，洒下

甜蜜和浪漫，温暖2012年的年末寒冬。夜

幕下，漫天飞舞的“雪花”，在多彩的灯

光中，呈现出童话般的美妙感觉。

小孩子们冲入“雪地”中欢闹，情

侣们携手漫步幻彩的“雪”中，还有更

多游人拿起相机浪漫留影。国色天乡下

的这场“雪”，原来是甜蜜的爆米花，游

客们发现后都惊喜不已。

最热闹的还要属圣诞表演的舞台前

和互动游戏区。 精彩的表演吸引了大批

游人，将整个狂欢的气氛带得很高。互动

游戏区一整晚都有超高的人气： 重在参

与，欢乐趣味无穷；高手过招，“战斗”相

当“激烈”。体验完体感游戏机一个小男

孩很兴奋地说，“之前没有接触过这种

新型的游戏机，太刺激太好耍了！”意犹

未尽的他，又在回到围观的人群中等待，

跃跃欲试。

（图据国色天乡）

杀“年猪”的集体记忆，

忘不了的年味

在50后至80后的记忆中，没有年猪不

成年，每到年关，家人都会伙起亲朋好友

一同杀年猪，办宴席，温馨喜庆的气氛令

人回味。

网友“池中莲”的帖子让不少人找到

同感，她说，小时候一进腊月就掰着手指

盼，终于到杀年猪的那天，大早，父亲就把

木桶、案板洗净搬到院子里，母亲烧开了

水，看热闹的邻居来了，孩子们也围坐一

团，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杀猪是个

技术活，几个人互相配合，将早就选好的

猪捆好压牢，宰杀褪毛，分类处理好。整个

过程要几个小时， 孩子们眼巴巴瞅着，吞

几次口水，肚子不停叫唤，只盼着肉早点

下锅， 嘴里嚼上香喷喷的猪头肉。 杀完

“年猪”，要请亲朋好友们吃“年猪饭”，

大块的炒鲜肉看得人口水直流，热腾腾的

猪血豆腐、心肝拼盘，满满当当摆一大桌，

汤面油花闪闪，点缀着葱花和姜丝，红白

黄绿相间煞是好看， 每人捧着一大碗，其

乐融融。每家每户还要制作腊肉、皮冻，年

味在年猪的浓香中越调越浓，那种简单的

快乐，直到现在也忘不了。

团头“年猪”好过年，

都市人的新潮流

如今，那种热闹的场景只留在童年记

忆里，眼巴巴“盼年”的心情也与我们渐

行渐远。这也让不少网友感叹，年俗远了，

年味也越来越淡了，儿时熟悉的味道似乎

一去不返。不过，也有一些人坚持着旧年

俗，每到年末，就会约上亲朋好友，想方设

法找地方“团”一头年猪宰杀，每家分些

新鲜猪肉欢喜过年，这不仅是为了口腹之

欲，更是一种久违的情愫，要的就是团圆

的感觉。

市民张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执著于

“年味”的人，最近三年，他都去都江堰、

彭州的农村里去挑“年猪”，现场宰杀后

几家人分享，带回家过年。张先生称，自己

挑选、 亲眼看到宰杀的猪肉安全放心，更

重要的是，杀年猪的场景总能勾起大家对

小时候过年的记忆，“找的就是年味，有

新鲜现杀的猪肉，才更有过节的气氛。”

圈里活蹦乱跳的生猪， 专业杀猪人的

精湛刀法，让张先生觉得仿佛回到了童年，

几十斤年猪肉带回家，家人用来炒回锅肉、

炖汤，再把剩余的制成腊肉和香肠，味道要

比市场上买到的猪肉好很多， 吃的不止是

美味，更是掺入了记忆中的“年味”。

呼朋唤友吧，

我们为你找到了“年猪”

在哪里能还买到养了一年的正宗年

猪，找回记忆中的年味？上周末，当一位网

友将“杀年猪”的微博转发给了@成都商

报买够网后，买够网立即联络了川内众多

拥有正规资质的年猪养殖企业。 最终，在

网友中呼声最高的遂宁高金庄园进入了

我们的视线。

了解到网友的需求后，高金公司在货

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特批了200头黑猪，

和买够网共同推出“重温记忆中的年味·

团头年猪好过年”活动，让市民们感受一

把杀年猪过年的喜悦。

在高金庄园里， 成年黑猪体型健硕，

在桉树林下散养嬉戏的场面很是喜人。据

技术人员介绍， 这里的黑猪拥有 “藏香

猪”的血统，经过12年的改良培育而成，

精挑细选的饮食让黑猪肉更加生态健康。

黑猪的生长环境也十分生态，庄园里有树

林和草地， 可以让它们自由地散步奔跑，

每天还有音乐可以听。据称，黑猪完全自

然生长，要360天才能长成到90公斤左右，

比普通的猪生长时间足足长一倍， 所以，

黑猪肥肉糯而不腻，瘦肉更有嚼头，炒菜

炖汤，味道都能更胜一筹。

即 日 起 登 陆 买 够 网 (http:/mygo.

chengdu.cn)即可预定一头高金庄园黑猪，

每头黑猪可以享受到低于市场价近3/1的

优惠定制价格。团头年猪，与家人一起分

享记忆中的年味吧。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图据新浪微博网友“敏一嘴”

你可想找到记忆里的“年猪”

和网友互动，买够网发起“重温记忆中的年味·团头年猪好过年”活动

团购网站

买够网

(http:/mygo.chengdu.cn)

如需了解产品及服务相关信

息 ， 可 致 电 定 制 热 线

028 -

86626666

； 也可 致电咨询热线 ：

028-86289006

，我们将及时为您服

务及答疑。

你记忆中的年关，有没有杀年猪的记忆？热热闹闹的人群，香味四

溢的肉香，会让人至今念念不忘。蛇年的春节又近了，许多网友纷纷开

始“晒回忆”，怀念小时候一大家子杀年猪、热热闹闹过大年的场景。

狂欢夜要分享 万人品蛋糕有你一份

去国色天乡

玩一场甜蜜的雪

“小时候杀年猪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那种依着门板

饥肠辘辘、眼巴巴地盼着猪

肉下锅的感觉，还在心头。”

———网友回忆小时候“杀年猪”

昨日， 由买够网

（mygo.chengdu.

cn） 联合国色天乡乐

园推出圣诞新年主题

狂欢派对———“甜蜜

圣 诞 Ⅲ·爆 米 花

style” 快乐开幕，众

多游客前往现场感受

了一场不同凡响的狂

欢热浪。今天，市民到

国色天乡乐园除了可

以欣赏由缤纷灯组照

亮的童话世界，还能和

万人同享美味的蛋糕。

高金庄园的散养黑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