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伦敦奥运会20公里竞走冠军陈

定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再

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一位新浪微博ID

为“跳舞香水wiki”的女网友日前在其个

人微博中称陈定以与其有婚约为由“强

暴”了她，然后又迅速与她分手。并由此@

了陈定在内的不少体育圈人士，不过，此事

到昨日为止仍只是“跳舞香水wiki”的一

面之词，陈定本人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这位“跳舞香水wiki”在文中自称

“佳佳”， 她详细描述了今年9月中旬陈

定在长白山二道河训练基地蓝江酒店与

她相处的过程， 并称陈定以要与她结婚

为由，多次要求和她发生关系，之后却毫

无理由地提出分手。“佳佳”不仅多次质

疑陈定人品有问题， 而且还表示陈定把

出生年龄从1987年改成了1992年。此外，

这名女网友还在其个人微博中贴出与陈

定的亲密合影。这条微博被网站曝光后，

昨日在网络上迅速引起了关注和争议。成

都商报记者就此事试图与陈定本人取得

联系， 但昨日他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电

话联系中国竞走队以及国家体育总局田

径运动管理中心相关人员，对方也没接听

电话，截至发稿时中国竞走队和田管中心

也没对此事给出任何回应。出生于云南陈

定，曾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20公里竞

走中夺冠，并打破奥运纪录，成为继刘翔

之后第二位在奥运田径赛场上夺金的中

国男运动员。

成都商报记者 周玥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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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赛季欧冠小组赛

22日（本周三） 02:45

� � � �E

组

莫斯科中央陆军VS曼城 CCTV5

� � � �（注：本场比赛于00:00开赛）

罗马VS拜仁 CCTV5+

� � � �F

组

巴萨VS阿贾克斯 CCTV5

� � � �阿普尔VS巴黎圣日耳曼

G

组

切尔西VS马里博尔 风云足球

沙尔克04� VS里斯本竞技

H

组

鲍里索夫VS顿涅茨克矿工

波尔图VS毕尔巴鄂

战拜仁 罗马还需“狼王”

北京时间明晨欧冠小组赛第三轮拉

开战幕， 意甲劲旅罗马将在主场迎来德

甲巨人拜仁的挑战。在小组赛前2轮的较

量中， 拜仁和罗马面对莫斯科中央陆军

和曼城都保持了不败的战绩， 目前两队

分列小组的头两位， 这次两队将争夺死

亡之组头名的位置。

在本场比赛前， 罗马在对切沃的联

赛中进行了小范围的轮换， 热尔维尼奥

没有进入比赛大名单， 皮亚尼奇和托蒂

都在比赛第60多分钟的时候就下场休息

了。拜仁方面也进行了小范围的轮换，莱

万多夫斯基没有出场比赛， 罗本和阿隆

索也只踢了60分钟的比赛。 拜仁饱受伤

病的影响， 球队各条战线上都有重要球

员缺阵：门将位置上，雷纳因伤缺阵，后

防线上， 罗马旧将贝纳蒂亚自从加盟拜

仁以来一直身体状况不佳， 本场比赛恐

怕难以出场， 除此之外巴德施图贝尔继

续受伤， 阿拉巴也因伤可能缺阵。在

2010-2011赛季的欧冠小组赛中， 罗马

在主场3比2击败拜仁， 为罗马攻破拜仁

球门的正是现在还在球队的博列洛、德

罗西以及托蒂， 当年击败拜仁的三人组

坐镇球队， 这对于罗马来说毫无疑问是

个好消息。尤其是“狼王”托蒂，越老越

出色的托蒂现在正是罗马的进攻核心和

精神领袖， 他的存在对于球队来说至关

重要。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整理

昨天，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部署积

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 推动体育产业成为

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

体育全面发展，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意见》发布后，引发

各方强烈关注， 中国专业致力于体育战略的咨询

机构关键之道CEO张庆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对《意见》进行了解读，张庆表示：“详读《意

见》内文可以明确，推动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已

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成为国家政策的部分。”

目标之一：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2平方米

《意见》提出了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发展目标， 到2025年基本建立布

局合理、 功能完善、 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

系，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力争产业基

础更加坚实，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

米，群众体育健身和消费意识显著增强，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体育公共服务

基本覆盖全民。

《意见》明确了六方面任务，一是创新机

制体制，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审

批，推动职业体育改革，创新体育场馆运营机

制。二是培育多元主体，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

导体育企业做强做精。三是改善产业布局和结

构，大力发展体育服务业，挖掘体育产业潜力，

培育消费热点。四是促进体育与旅游、传媒、会

展等业态融合发展，促进康体结合，加强体育

运动指导，推广“运动处方”，鼓励金融、地产、

交通等企业开发体育领域的产品和服务。五是

丰富市场供给，完善体育设施，在城市社区建

设15分钟健身圈，新建社区的体育设施覆盖率

达到100%，在乡镇、行政村实现公共体育健身

设施100%全覆盖。发展健身休闲项目，丰富体

育赛事活动。六是营造健身氛围，鼓励日常健

身活动，实行工间、课间健身制度等，倡导每天

健身一小时，确保学生校内每天体育活动时间

不少于一小时，积极推动公共体育设施开放。

专家解读：

如何打破行业系统壁垒是关键

《意见》发布后，引发各方强烈关注，成都

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中国专业致力于体育战略

的咨询机构关键之道CEO张庆对 《意见》进

行解读， 张庆说：“这是国家从战略层面全面

推进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共同发展。在过去这

方面并未提到国家层面，《意见》 的发布具有

深远的意义，因此我将2014年定义为‘中国体

育产业元年’。”

张庆表示，创造空间和服务让体育满足普

通民众的需求，这本身就为体育产业消费提供

了发展的土壤，“观赏性的竞赛表演是体育产

业的本体， 这方面有取消商业性赛事审批、放

宽赛事转播权限制等多项举措，而体育产业的

另一部分就是参与性消费， 鼓励企业健身支

出、从事体育服务等，让民营资本参与其中。”

《意见》 着重提到了全民健身和公共体育服

务，张庆说：“体育具有公共利益，关系着国民

的幸福指数。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和机构提供的

体育配套服务是实现全民健身的关键，发布的

指导意见需要相关政策法规的落实。”

足球是中国关注度很高的项目，《意见》

中关于足球项目的发展措施也引发了网络热

议，《意见》称：“对发展相对滞后的足球项目

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场地设施建设规划，大

力推广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 张庆说，《意

见》 政策性促进项目发展的意味明显，“但这

方面的实施仍需要举国之力，比如促进校园足

球青少年是主体，这需要时间、场地和高水平

的教练等，这不仅是体育部门的工作，体育部

门可以提供高水平教练，但时间、场地是需要

教育部门的协调，也就是说，这需要相关机构

的合力才能实现，所以我认为如何打破行业系

统的壁垒也是实施的基础。”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昨日公布

推动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成都足球公园：

黄金时段场地

要提前一周预订

可以提供给足球爱好者使用的公共足

球场地跟不上城市高速发展的速度，这是国

内很多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成都也是其中之

一。去年，成都市足协曾聘请美国著名的安

永会计师事务所对成都城市足球进行了为

期六周的综合评估，评估对象包括成都的场

地情况、足球人口、社会足球、中小学青少年

足球、职业队以及每年组织的各种赛事等，

目的是通过本次评估了解成都足球的家底，

和国内外足球发达城市进行对比，找到优劣

与差距。中国足协执委、成都市足协主席辜

建明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安永会计师事务

所对成都足球人口评估的结果是，喜爱并参

与足球运动的人数是上百万！”

如此庞大的足球人口， 却面临城市内

可以使用的足球场地非常稀缺的尴尬。据

成都市五人制足球协会会长邹侑根、 成都

足球公园负责人之一的兰一以及犀马体育

文化公司总经理徐涛等人估算， 目前成都

市绕城高速以内向公众开放的足球场地

中，五人制最多80块，七人制和十一人制加

起来在30块左右。 而在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对成都足球的评估报告中， 关于成都市人

均拥有足球场地的数据更是令人触目惊

心，辜建明说：“这是按照成都市的总人口

计算出来的， 相当于可以提供给成都足球

爱好者享受足球快乐的公共足球场地，每1

万人还不到1平方米！这是什么概念？真的

是每个人连插根手指进去都不可能啊！”

成都是前年中国足协批准的五个足球

试点城市之一，与大连、广州、青岛、武汉等

其他四个城市相比， 成都足球有自己的优

势，比如足球人口、校园足球的开展等等，

但场地却是成都相比其他四个试点城市的

劣势之一。成都市足协每年主办、承办和协

办的赛事活动有上万场， 但场地远远满足

不了需求，“每次为了比赛寻找场地都很

让人头疼。” 辜建明说。 不单是成都市足

协， 就是普通的成都足球爱好者也有这方

面的苦恼， 有限的场地让很多人经常苦于

找不到地方踢球。去年成都市足协、中体竞

赛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国奥文化体育传播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修建的成都足球公园落

成开园，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这里经常是爆

满的景象。成都商报记者曾在晚上7点半来

到成都足球公园， 此时停车场内的私家车

竟然多达140多辆，“尽管我们有8个五人

制球场和1个七人制球场， 但还是供不应

求，客户经常和我们发生矛盾，原因就在于

订不到场地。” 成都足球公园负责人之一

的兰一说。 要想在这里订到周一至周五下

班后的四个时间段内的场地， 必须提前一

周预订，据成都足球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

接电话的小妹每天上午10点上班， 往往在

10点05分， 一周后那一天晚上6点至7点半

和7点半至9点这两个黄金时段的所有场地

就都被预订了， 这让小妹经常被订不到场

地的顾客骂哭。有的顾客怕电话占线，更是

一大早就守在门口等工作人员上班， 甚至

还多次出现几个顾客要订同一天同一时间

段的场地，最后不得不在现场抓阄决定。而

这样的情形， 在成都很多对外开放的足球

场都是常态。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到下个月10号的场地已经被订完了。”电

话那头，场地负责人说完后直接挂掉电话，一个

字都不愿多说。电话这头的三哥叹了口气，这已

经是他同一天内被第4次听到类似的拒绝，一周

以来第12次……“人家生意好得不得了，分分

钟几千块钱的进账，哪有时间跟你废话。”对于

球场方的冷淡，三哥已经习以为常。

风行足球队是深圳一个队龄11年的业余

足球队，作为球队负责人，三哥几乎见证了整

个深圳业余足球兴衰历史，“风行足球队成立

于2003年9月28日， 那时候可供踢球的球场有

限， 对外开放的专业足球场更是少得可怜。我

们球队的第一个主场就在莲花山脚，关山月美

术馆后面，当时莲花山公园刚刚建成。有人在

现今的风筝广场登山道附近，草草的平整了两

块地，简单地画上线，成了天然草地足球场。当

时深圳的球迷好高兴，终于有块天然草皮踢球

了，每天到那踢球的人是络绎不绝，但我们在

那里只踢了两场比赛后， 这块场地就被关了，

被告知那里是观赏草皮，不能踢球。因为场地

少，在之后的几年，深圳不少地方都开始把空

闲的地开辟出来做足球场，莲花山足球场就是

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2005年到2012年， 深圳的业余足球市

场愈来愈红火，因为踢球的人太多，绝大多数

原来的11人制球场都改建成了8人甚至5人制

球场，“就说莲花山球场， 最开始只有2块场，

长期在那踢的只有10多支球队， 后来就改成

了八块8人制场地，在被关闭前，每周都有300

支左右的球队在这里踢球， 根据球场经营者

通讯录记载， 这些年来莲花山球场订场和一

直在这球场踢球的球队有2千多支，你按照每

支球队15个人计算，都有接近3万人。”

但从2012年开始，深圳的球场开始大面积

关停，包括风行足球队在内的大批足球队只能

到处迁移。但由于供需的失衡，特别是在莲花

山球场被关停后，如今在深圳，要想订到一个

下班时间段的场地， 简直是一件高难度的工

作，三哥从上周星期一开始，每天下午打电话

给各个球场， 要预订下周一晚上的球场，“打

了几十个电话，这一天有空场的只有3家，但这

一天这个时段还有场地的，一个都没有。最后

想尽办法， 找到一个位于经济开发区的工厂，

里面有他们厂修的球场，不对外开放，场地烂

得要死。就这样，还花了我两条中华……”

“跳舞香水

wiki

”在微博上发布的她与陈

定的合照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8月31日晚上，王强在莲花山足球场外一

直站到凌晨0点，直到球场大门关闭，他痛苦

地闭上了眼睛。此后每一周，他都会带着自己

的妻子和儿子来到这里， 静静地隔着铁丝网

站上一会。在这里，他与自己的妻子相识，相

恋直到结婚， 甚至他们儿子出生后第一次抱

出室外，都是在这里。因此，对于他和他的家

庭来说，莲花山足球场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一

块足球场，而是他们家庭的一部分。

“06年我来这支球队踢球，队里有个老

队员的妻子每场比赛都会来现场给他加油，

她经常都会带着她的一个朋友一起来，很漂

亮的一个小姑娘，每次她来，打后卫我都要

拼命表现，比如飞铲对方啊，从后场一条龙

冲上去助攻啊，虽然经常会被三哥骂，但也

吸引了她的注意， 久而久之， 我们就好上

了。”回忆着以往在莲花山的那些日子，王强

脸上满是笑容，在他看来，那是他人生中最

美妙的一段时光。后来，他们结婚了，妻子挺

着大肚子到球场外给他加油；再后来，儿子3

岁的时候， 他就带着孩子到球场上追逐足

球，6岁的时候，他把儿子送进了办在莲花山

足球场内的少儿足球班，“这里百分之九十

是外籍教练举办的少儿足球俱乐部。有来自

足球王国巴西的教练组，有来自荷兰著名的

青少年足球训练体系的教练团队，还有以前

在深圳足球队效力的外援马里科夫、日科夫

他们的少儿足球俱乐部。” 尽管并不指望儿

子未来能走上职业足球这条道理，但王强希

望能够通过培养儿子对足球的爱好，将中国

足球的火种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他踢不

好没关系，他只要爱足球，那么今后他还可

以培养他的儿子，这样下去，中国足球迟早

会崛起。”

但如今，随着莲花山足球场关闭，这些少

儿足球俱乐部也逐一消亡， 要么搬到很偏远

的地方，要么就干脆关门大吉，王强说，他们

小区原本有10多个6-10岁的小孩都是在这里

踢球， 但自从莲花山关门后， 除了他儿子之

外， 只有两个小孩的父母还坚持送他们去踢

球，其他的都放弃了。“这么搞下去，深圳足球

的传承就断了。”

上周四收队费的时候， 有两名球员无法

承受每个月接近400元的费用， 决定退出球

队， 这已经是这个月以来第三次有队员因为

费用的问题而退出了。 铁男队队长TONY涨

红了脸，但他又无法指责队友，因为对于铁男

队这支以大学生为主的球队来说， 这实在是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9月1日莲花山足球场被关停后，长期在

这里踢球的300支球队近5000人被抛向市场，

这也导致整个深圳业余足球圈陷入彻底的混

乱。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剩下的球场奇货

可居，纷纷涨价，平均每场2个小时的价格上涨

了200元，“2007年在深圳踢一场11人制足球，

2小时的场费是600元，几轮涨价下来，最新的

行情已经达到2000元。9月份之前， 踢一场8人

制的比赛，场租要800，两支球队分摊，再加上

水钱什么的， 平摊到一个人身上是50元左右。

但从上个月开始，几乎所有的球场都统一涨价

了，稍微一般点的涨到1000，好一点的1200一

场的都有。这下算起来，平均到每个人身上，要

接近80块钱一场，再加上交通费什么的，一个

月下来光花在踢球上的钱就要400元， 对于队

里的学生来说，这的确很难接受。”

但目前的情况，是你即使愿意给1200的场

租，也很难租到球场，因为越来越多的球场开

始提高门槛，设置所谓的“VIP会员卡制度”，

一次性充值5000元以上，每次订场享受会员价

优惠，且享有“订场优先权”。不过随着会员卡

制度的常态化，慢慢的即便是会员球队，球场

方面也无法承诺每个星期都能订到场。一些球

队甚至想到了去香港踢球， 但因为手续繁杂，

因此规模并不大。 对于自己的这支足球队，

TONY充满感情。然而，如今的情况，导致越来

越多的业余足球队开始解散，“这一个多月，光

我知道的解散了的球队就有20多支，稍微年轻

人多一点的球队，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提前两周订不到场，踢球就像打游击

采访对象：三哥（深圳风行足球队队长）

球场涨价，不少球队就此解散

采访对象：

TONY

（深圳铁男足球队队长）

足球成就的姻缘，无法传承到下一代

采访对象：王强（深圳风行足球队球员）

一名穿着足球服的小朋友隔着铁丝网看大人们在莲花山足球场踢最后一场球

球迷们在莲花山足球场合影留念与球场告别

中国足球，需要更多的莲花山足球场

深圳莲花山足球场上月关停后，多个场地开始涨价，多支球队被迫解散

女网友称

被竞走奥运冠军陈定“强暴”

截至昨日陈定本人对此事暂无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