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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体育局态度强硬

这事只能“放着”

对于汪成荣所描述的领导

“威胁”汪的同事和朋友不得与

其接触这一情况，成都商报记者

昨日曾试图联系青海省体育局

局长冯建平和青海省体工一大

队队长杨海宁，但均告无果。

据《新京报》报道，今年6

月末的环青海湖自行车赛前，

汪成荣夫妻曾找到青海省体育

局进行沟通，但因为意见不合，

双方再次发生争吵。 青海省体

育局局长冯建平透露， 让他很

不满意的一点是， 汪成荣夫妇

竟然“威胁”他，“他们说要在

环湖赛现场打标语， 我说你们

去吧，我不怕。”在接受成都商

报采访时， 汪成荣承认妻子孙

英杰曾经一气之下说出过这番

话，但绝非“威胁”，只是“气

话”，“我们找到冯局， 他叫我

们上交奖金， 才能继续谈别的

问题。我就说交钱可以，只要他

们拿出相关文件， 不但上交

50%可以，上交100%都可以。但

冯局虽然承认没有相关文件，

态度却很强硬， 孙英杰实在气

不过，才说出气话的。”

据《新京报》报道，冯建平

28日在电话中向该报记者强

调， 青海省体育局对此事的态

度非常明确， 要按照2012年年

初的奖金分配方案来办事，目

前汪成荣不遵守相关规定，导

致这件事只能“放着”。面对主

管部门的强硬态度， 汪成荣没

有半点服软的痕迹， 他也明确

向成都商报记者表态， 自己绝

不会妥协，“以前没有上交50%

的规定，我先得了奖金，它再规

定如何分配，这不是耍无赖吗？

再说了， 局里说30%的奖金是

给其他省份的教练员以及有关

参与人员，但我去了解过了，中

残联早就将这些人员的奖金发

放到他们所在的省份了， 还用

的着青海省去奖励？ 体育局要

拖着，那我也就只有拖着了，除

非他们能拿出相关文件来。至

于未来的打算， 走一步看一步

吧。”

本组稿件均由成都商报

记者 何鹏楠采写

2011年12月28日 收到青海省体工一大队下发的

《关于对汪成荣同志停职的处理决定》

2012年2月7日、2月13日、2月21日和2月23日 连

续4次接到单位通知，要求其将中残联所发奖金如实上报

4月11日 赴京向国家体育总局告状，无功而返

6月末 与青海省体育局局长冯建平交涉，话不投机

7月到西宁市一家汽车销售店打工，4个月推销了七

八辆越野车

11月 停工，未再回汽车销售店上班

12月28日前往青海省体育局“拜访”局长，扑了个

空；之后想找青海省体工一大队队长杨海宁交涉，再次扑

空

太疯狂

英超单日8场狂飙35球

英超第20轮比赛太疯狂了！ 阿森纳7比3

纽卡斯尔、诺维奇3比4曼城、斯托克城3比3南

安普敦， 这几场狂飙进球的比赛让球迷们大

呼过瘾。当地时间上周六的8场英超比赛一共

打进了35球， 创造了本赛季开赛以来单日最

高进球纪录， 而且在英超历史上的单日进球

数中也可以排到第7位。2012年英超的总进球

数已经高达1095球， 这也是英超有史以来进

球最多的一个自然年。

阿森纳与纽卡斯尔一战是这个疯狂之夜

的最高潮。 阿森纳在上周中与西汉姆联的比

赛因伦敦地铁工人罢工而被迫延期， 这让枪

手养足了精神，在一场对攻的比赛之后，双方

总共留下了10个进球， 其中阿森纳的沃尔科

特上演帽子戏法，另外他还奉献了两次助攻，

替补出场的吉鲁和纽卡斯尔的登巴·巴也都

梅开二度。 这场7比3的比分也能在英超单场

总 进 球 纪 录 中 排 名 第 二 位 ， 仅 次 于

2007-2008赛季朴茨茅斯7比4大胜雷丁时创

造的单场11球的纪录。此役之后，阿森纳“大

比分制造机” 的绰号恐怕是更加名副其实

了———这个赛季枪手已经4次单场进球达到6

球或6球以上。

已经转型为电视台解说嘉宾的英格兰传

奇射手莱因克尔在赛后感慨说：“这是用怎

样魔幻的一种方式来结束一年的英超比赛

啊！”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太冤枉

奥运冠军竟被当成恐怖分子

据英国《太阳报》昨日报道，伦敦奥运会

上为东道主拿下男子5000米和10000米两枚金

牌的英雄莫法拉遇到大麻烦了，他竟被美国边

境官员当成了恐怖分子！莫法拉不仅被抓走问

话，还遭威胁要被拘留90天。幸亏他有一位FBI

朋友出面保驾，否则他真有可能蹲监狱。

29岁的莫法拉原籍索马里， 几十年前他

爷爷一家来到英国定居。 这个夏天凭借在伦

敦奥运拿到的两块金牌，莫法拉和梅西、菲尔

普斯、 博尔特等人一道入选成为劳伦斯奖年

度最佳运动员候选人。 离奇的是在上周圣诞

节期间， 他带家人到美国波特兰市度假的时

候，竟遭海关扣留，扣留原因是美国边境官员

居然把他当成了恐怖分子！ 莫法拉为此愤愤

不平：“因为我是索马里籍，所以每次都会被

美国海关盘查， 但这一次我可是出示了奥运

金牌啊！一般人可没有这玩意儿！”可惜，奥

运金牌并没能替他保驾护航。

无奈之下，莫法拉只能跟教练联系，好在

他的教练认识一位在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

工作的朋友。那人正好是个田径迷，所以对莫

法拉的身份十分清楚， 这才帮他们免除了牢

狱之灾。当时莫法拉带着妻子、大女儿和一对

尚在襁褓的双胞胎。一旦真被扣留，后果将不

堪设想。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编译

汪成荣遭停职已过一年

残奥金牌教练到汽车4S店打工

汪成荣这一年

汪成荣是国内著名残

疾人田径教练，北京残奥会

上，他带的弟子获得了3金1

银的成绩。2011年底，因为

其工作关系所在的青海省

体工一大队要求上交残奥

会所获的 149.91万元奖

金，汪成荣不从，最终被停

职。随后汪成荣通过媒体将

此事曝光，外界一度闹得沸

沸扬扬， 但整整一年过去

了，昨日当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上汪成荣时，这位功勋教

练无奈地表示，自己仍在被

停职的状态。汪成荣还向记

者透露，为了孤立他，有关

单位还给他的同事和朋友

下达了“威胁指令”。迫于

生活和精神双重压力，汪成

荣不得不到一家汽车4S店

打工……

多次上访

停职仍未被取消

2005年， 汪成荣从青海省体育局借调

到中国残奥管理中心，担任“国家残疾人中

长跑项目主教练”一职。2008年北京残奥会

上，汪成荣的弟子取得3金1银，打破2项世

界纪录， 还有3个前8名的成绩。2011年10

月，中残联将残奥会奖金149.91万元汇入汪

成荣的个人银行账户。然而，随后不久，汪

成荣所在的青海省体工一大队就要求其上

交奖金，由组织进行再分配。汪成荣强硬地

拒绝了单位的要求， 于是在2011年12月28

日，单位将其正式停职，同时停发工资和一

切福利待遇。此后，汪成荣还连续4次接到

单位通知， 明确要求其将奖金数额如实上

报。2012年3月， 汪成荣通过媒体将此事曝

光，外界争议声非常大。但青海省体育局方

面态度依旧非常强硬， 要求汪成荣必须上

交奖金， 然后按照奖金额的50%给汪成荣，

30%给辽宁、江苏、云南的教练员及有关参

与人员，10%给青海省残联有关参与人员，

10%给大队后勤、场地及科研人员。汪成荣

并不愿意妥协， 他在多次找体育局领导沟

通无果的情况下，今年4月11日，汪成荣、孙

英杰夫妇赴京向国家体育总局告状。 一周

后，他们收到了最终答复：总局无权处理奖

金纠纷， 建议汪成荣向青海省信访部门反

映情况。汪成荣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在接下

来的时间里， 他不断向青海省信访部门反

映情况，甚至还给青海省的领导写过信，但

始终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朋友少了

曾收到匿名短信

更加让汪成荣感到难受的是， 在这件

事情之后， 他在体育系统内的一些同事甚

至朋友都开始疏远他，“我是一个很直的

人， 喜欢交朋友， 在体育系统工作这么多

年，我有了很多好哥们，平时几天就要联系

一次，以前就算他们在多巴基地，我在西宁

城里，我不打电话给他们，他们都会打电话

约我吃饭喝酒。但这次事情后，再没有朋友

来联系过我。更可气的是，有时候我回体工

大队去办事，路上遇到老同事，人家扭头就

走，就像不认识我一样。”汪成荣固执地认

为，自己之所以被孤立，青海省体工大队领

导一定是在其中起了负面作用， 他甚至还

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之前我

也没想那么多，直到今年12月17日，我突然

收到一条匿名短信， 告诉我是大队领导威

胁同事和朋友必须和我划清界限， 不然后

果严重。”在记者的要求下，汪成荣将这条

短信转发给了记者， 短信内容如下：“成荣

你好，好久没有联系了，还好吧。自从你从

单位离开后，我们很想和你坐坐，但是单位

领导告知我们不能和你接触， 如发现者就

得下岗，我们当时听后特别气氛

（气愤）

，我

们不明白他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直到今天

才给你发短信问候一下， 望你理解为盼。”

汪成荣说他此后一直不断拨打该号码，但

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我能够理解， 他们也

要生存啊。”

工作没了

无奈之下去卖汽车

被停职， 被停发工资和一切福利待遇，

对汪成荣家庭的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

因为有残奥会奖金，再加上妻子孙英杰曾是

著名田径运动员，也有一些存款，一年下来，

汪成荣说他的家里还没困难到“揭不开锅”

的地步。相比物质生活，精神上的空虚才最

让汪成荣无法接受。 无论是年轻时当运动

员，还是后来当教练，汪成荣都是一个“一

点也闲不下来”的人，突然工作没了，朋友

也少了，一下子闲下来的汪成荣就像一根绷

紧多年的弦，骤然放松后，马上就走音跑调。

从北京“告状”无果归来后，汪成荣完全不

知道该干点啥好，“除了带小孩外， 就跟一

老头似的，到外面遛弯，无聊，不习惯。”

汪成荣也想着给自己找点事做， 今年7

月， 他到自己一位朋友开的汽车4S店去打

工，拿的是固定工资，每月3000元，保底，但

没有提成奖励。“其实也是朋友看我憋屈得

慌了，想着帮帮我。”汪成荣说他在4S店的

工作是做销售，而据《新京报》报道，4S店老

板介绍汪成荣的业绩在新人中算不错的，4

个月的时间里， 就卖出了七八辆越野车，总

销售额近300万元。不过，最开始的新鲜劲过

后，汪成荣发现自己实在无法投入到汽车销

售这个角色之中，11月中旬，因为孩子生病，

汪成荣再没去4S店上过班，“过去20多年，

我都是干体育的事，我这个人早就溶进体育

之中，现在改行已经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