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管中心撤销
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

昨日新华社报道称，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证
实，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已经在本月撤销，这标志着
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也已经基本完成，
中国足球曾经“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也
将正式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存在。

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印发后，总体
改革逐步推进，方案中指出“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
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
组织构架。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
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
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按照这一要
求，撤销足管中心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足协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2月份，足管中心已经撤销，正式
把这块牌子摘掉了。”据介绍，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
脱钩后，在人员聘用、薪酬体系、外事出访、财务和
市场开发、国字号球队教练人选等方面，都有了自
主权。接下来2016年中国足协将继续深化和完善足
协体制机制改革，涉及37项任务、105项工作，工作
量相当庞大。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作量比去年大
了，改革的内容越改越多，但一定会对照‘五十条’
不折不扣落实。”据悉，对于地方足协脱钩的指导政
策性文件，也会在近期出台。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没有一个观众，没有一个进
球，没有任何兴奋点……昨晚亚
冠卫冕冠军广州恒大本赛季首个
主场比赛0比0闷平韩国球队浦
项制铁，这场比赛恒大被亚足联
处罚空场（即不准一个球迷进场
观赛），损失巨大。亚足联处罚恒
大的原因是“安全问题”和“不良
行为”。

被处罚后，恒大从上到下均
表示不服，上诉亚足联失败后，斯
科拉里和球员都表示不能理解为
何被处罚。其实恒大不是第一个
被空场处罚的俱乐部，全球范围
都有不少球队因为种族歧视、球
迷骚乱等各种原因被罚。

热闹的球场、精彩的比赛、闪
耀的巨星，这是足球带给人们最
高的享受，但是缺少了球迷这一
环，无疑让人十分遗憾。都说处罚
不是最终目的，那么这种缺失球
迷的痛能给足球世界带来什么
呢？也许我们该看看其他被处罚
球队都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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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安全问题”和“不良行为”
恒大违反11条规定

以往热闹的天河体育场昨日空空荡
荡，外围也被严格封闭。为了监督空场情
况，亚足联还专门指派官员来巡视球场。广
州警方还特别发出温馨提醒：球迷不必到
球场外聚集，周边大屏幕也不安排转播。

在接到亚足联的处罚通知后，恒大
快速做出了反应，但最终亚足联驳回了
申诉。那么恒大究竟因为什么被罚？根据
亚足联的通告，恒大先后违反了亚足联

《亚冠联赛竞赛规程》、《亚洲俱乐部赛事
市场与媒介规定》、《亚足联纪律规定》中
的11项规定细则，被处罚的名目主要是

“安全问题”和“不良行为”。具体来说是
上赛季“亚冠决赛结束和颁奖仪式结束
后，表演团队进场表演”，被认为体育场
在安全方面存在问题。此外，在亚冠决赛

赛前一天适应场地训练时，有人偷拍客
队迪拜阿赫利的训练！

真诚道歉 解散11个球迷组织
浦和红钻亡羊补牢

今年亚冠小组赛跟恒大同组的 J 联
赛球队浦和红钻2014年也遭遇过同样处
罚，浦和红钻是日本人气最旺的球队，也
是 2007 年亚冠冠军。在 2014 年 3 月 8 日
浦和红钻主场对阵鸟栖砂岩队的比赛当
中，浦和队有球迷在主场埼玉体育场打
出“JAPANESE ONLY”（仅日本人可入
场）的标语。

该事件的导火索，是因为李忠成的
加盟，这位已取得日本国籍的韩国后裔，
曾是2011年亚洲杯决赛为日本队绝杀澳
大利亚的功臣，此时却成为排外球迷团
体宣泄情绪的出口。每当浦和比赛，球场

内充斥着令人不快的集体谩骂。J联赛联
盟责成浦和红钻俱乐部向联盟提交详细
说明书，同时做出J联赛历史上第一次空
场处罚，也是J联赛历史上对俱乐部最严
厉的惩罚措施。

J联盟称如果球迷再闹事，球队将直
接降到J3联赛，浦和俱乐部被处罚空场
之后也采取的积极的应对措施，空场导
致的3亿日元门票收入损失已不是主要。
首先，俱乐部在官网上发布了“反歧视宣
言”，在球迷当中发起签名行动，倡议反
对球场上任何形式的歧视。他们还解散
了11个球迷组织。11家球迷组织的代表
也称：我们对现在发生的事和过去的种
种问题都有责任，所以我们决定解散。俱
乐部还发布了严厉的无限期禁令：禁止
球迷观赛时携带包括一系列助威装备。
俱乐部用一系列补救行为，重新赢得了
外界的尊重。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恒大主场上演恒大主场上演空城空城计计

惩罚的惩罚的是谁是谁？？
墨尔本胜利 2比1 上海上港
广州恒大 0比0 浦项制铁

恒大这次被罚是中超球队第二次被
判空场，2012年，因为泰达在主场与名古
屋比赛中出现球迷投掷杂物情况，亚足
联判泰达主场对城南的比赛空场进行。
世界足坛也不乏空场禁令，国际米兰、基
辅迪纳摩、莫斯科中央陆军都曾因为球
迷骚乱或种族歧视被处罚，那么他们在
被罚之后做了什么呢？

■天津泰达 泰达主场被要求空场，
引来国内球迷“围观”。大多数球迷认为
天津赛区理应认罚，并声讨一小部分害

群之马，“我们不欢迎足球流氓！”一名天
津球迷说：“砸人、叫骂、激光笔……球迷
素质没提高，专业球场空场更悲哀，希望
部分球迷反省，不要做老鼠屎。”在国内
某门户网站的调查中，认为亚足联应该
重罚天津赛区的球迷达到了9成之多。

■国际米兰 2005 年的欧冠米兰德
比，国米极端球迷因向球场投掷焰火和
其他杂物而致比赛腰斩。国米因此被罚
款，外加4场球闭门比赛的重罚，俱乐部
光是门票损失就接近400万欧元。此外，

2013年的意大利国家德比中，北看台极
端球迷对球员有种族歧视行为，意大利
体育法庭判定他们主场对阵佛罗伦萨的
比赛中关闭北看台。

国际米兰的球员因为来自全球各地
被称为“国际纵队”。因为屡次被罚，国米
也痛定思痛，曾一度关闭了极端的北看
台，旗下球员卡隆等人还主动参加国际
消除种族歧视日活动宣传。

■基辅迪纳摩 2015年10月基辅迪
纳摩主场对阵切尔西的欧冠比赛中，主

场球迷有种族歧视的行为，欧足联经过
调查后，给予基辅迪纳摩主场 3 轮比赛
禁止球迷入场的处罚，同时俱乐部被罚
款10万欧元。

■莫斯科中央陆军 2014年，由于莫
斯科中央陆军在 9 月 17 日欧冠 E 组的
一场比赛中球迷涉及种族歧视、球迷
骚乱以及发射照明弹等行为，被欧足
联处以两场欧冠主场赛事禁止球迷入
场的处罚，另外俱乐部还接到了 10 万
欧元的罚单。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空场过后 他们学到了什么

小花威武
郑赛赛斩落新科澳网冠军

在上个月结束的澳网中，中国小花们展现出了
不错的势头。如今，这一良好势头得到延续，在北京
时间昨日的WTA多哈站比赛中，郑赛赛直落两盘
击败新科澳网冠军科贝尔，爆出大冷门。

来自德国的科贝尔如今世界排名第二，在上月
澳网中，科贝尔击败小威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
个大满贯冠军。携冠军之势来到多哈的科贝尔风头
正劲，但却被郑赛赛给了闷头一棍。郑赛赛背靠背
击败前双打搭档乐普琴科，得到了次轮挑战头号种
子科贝尔的机会。在以7比5艰难拿下首盘后，郑赛
赛又以一个6比1干净利落地拿下胜利。科贝尔是
郑赛赛职业生涯里击败过的排名最高的球员，后者
也因此锁定一个 16 强席位，将在第三轮迎战 2014
年温网亚军得主、加拿大美女布沙尔。在澳网中，新
一代中国女网表现优异，张帅杀入8强，郑赛赛和王
蔷也杀入第二轮，此次多哈赛，郑赛赛又战胜科贝
尔，如今的中国小花们，已经拥有与顶尖球员一战
的资本。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整理

犯错的是少数人，接
受惩罚的却是所有人，这
也是现代足球与社会秩序
的契合点，让人懂得自律
与相互尊重，这样才能不
伤害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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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都离不开抗
日战争题材。这不仅是兴趣，也
是一种追求，一种自我完善”。

“我上大学时就对抗战历史感
兴趣，这一写就是几十年。”张笑天
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张笑天生于 1939 年，1957 年
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61年
开始发表文学作品，曾是电影《开
国大典》《重庆谈判》、电视剧《太平
天国》《孙中山》的总编剧。

多年来，张笑天主要围绕抗战
题材进行创作。他说，“我生活在东
北，当年这里百姓遭受的苦难极为
惨烈。”张笑天告诉记者，自读大学
起，他就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非常
感兴趣，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我
下乡搜集到了许多有关抗联的资
料，当时有了创作冲动。”从那以
后，他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抗日
战争》《沉沦与觉醒》《国家阴谋》

《民族记忆》、中篇小说《落霞》等抗
战题材作品。

他表示，相对于其他题材，创
作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更费时费
力。“前期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要
阅读历史文献，搜寻史料。我在日
本待过半个月，天天泡在图书馆
查阅资料。”

张笑天认为，文艺工作者要有
正确的历史观、强烈的民族自豪
感，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抗战题材作
品。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年代、重要
人物要严格把握，不可以虚构，允
许艺术加工的只能是为烘托历史
而设计的小人物或某些细节，以没
有硬伤、不伤筋动骨为原则。

“我写‘抗日战争备忘书’系列
第一部和第二部以写实为主，艺术
虚构的成分很少，对当年日本军
部、少壮派军人的描写，都是于史
有据的。”他说，“我这一辈子都离
不开抗日战争这个题材了。这不仅
是兴趣，也是一种追求，一种自我
完善。” 据新华社

“电影《开国大典》生动地再现了共和
国开国盛事，着力刻画了党的第一代领导
人群像”，张笑天生前接受采访时说，“当
时，一些行内人士听说要创作《开国大
典》，都大摇其头，说题目太大、太抽象，无
从下手。我和合作者也讨论过几次，下定
决心要有所突破，不突破就不写。”为此，
张笑天和合作者们决定把历史人物有血
有肉、有内心感情的真实一面呈现出来。

“时代进步了，人们的思想也在解放，
创作者和读者及观众不会认可继续把领
袖禁锢在神坛上。”张笑天说，“所以我们
写毛主席对儿子毛岸英生气、跑出去逛夜
市、吃羊肉泡馍等场景，尽管这些不是这
位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但这种在我们任何
人身上都可能发生的事情，恰恰能使观众
感受到领袖的真实与亲切。”他表示，这才
是最质朴、最真诚的“与观众交流”。

同时，张笑天也想塑造一个与过去银
幕上截然不同的蒋介石形象。看过《开国
大典》的观众难忘蒋介石视察长江江防阵
地的戏，蒋介石撞见玩忽职守的前线将领
正在指挥部里打牌，还在咒骂蒋介石把大
半个中国都输了。按照惯常的写法，蒋介
石必定雷霆大怒，可《开国大典》中的蒋介
石不但帮助输钱的军官赢回了他所输的
钱，还以“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各位仁

兄了”来拉拢人心。此外，影片中还有蒋介
石在“国耻日”不让家人举烟火，破例给孙
子饼干吃的镜头。张笑天说，过去描写反
面人物，一味地丑化，似乎成了定律，可

《开国大典》中的蒋介石，狡猾有手腕，内
向有谋略，还有天伦之情。这些也是突破。

张笑天回忆，曾有人说影片中的解放
军穿得寒碜，老蒋却很威风。可他认为，这
恰恰反映出解放军二尺半大棉袄、小米加
步枪代表着正义、进步和向上。威风凛凛
的老蒋被解放军打败，是战争胜负不在于
暂时的装备水平而在于人心向背的有力
证明。“若我们的对手只是一群青面獠牙、
愚蠢至极的草包饭桶，我们牺牲了那么多
先烈的生命，历经十几年的奋斗才取得胜
利，岂不是说明我们也不高明？”

在长影一份宣传《开国大典》的材料
上，张笑天曾拟过这样一段话：五十年来，
神坛叱咤，无情未必真豪杰，请看银幕如
何把毛泽东由神回归人；半个世纪，鬼面
登场，却也有七情六欲，且看该片怎样把
蒋介石由鬼写成人。

面对央视电影频道经常重映的《开
国大典》，张笑天生前总是笑着说：“倘
由我来重写《开国大典》，一定还会有新
的突破。”

据《光明日报》

有些再见
再也不见

张 笑 天 原 本 去 北 京 做 心 脏 手 术 没 想 到 这 一 行 却 与 世 长 辞

《开国大典》真实呈现历史人物内心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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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编剧、作
家张笑天因病在京去世，享年77岁。他也是吉
林省文联名誉主席，吉林省作协名誉主席。

吉林省文联主席尹爱群对张笑天的
去世感到非常意外和悲痛。据悉，张笑天
只是去北京做心脏方面的手术，没想到这

一行却与世长辞。据悉，张笑天的遗体告
别仪式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八宝山举行。

张笑天既是一名编剧，也是一位作家，
曾担任《开国大典》《重庆谈判》《末代皇后》

《太平天国》《孙中山》等影视剧的编剧，在中
国电影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页，获得过

金鸡奖、大众电影百花奖、华表奖等多个编
剧奖项；代表小说作品则有《雁鸣湖畔》《严
峻的历程》《沉沦与觉醒》等。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认识张笑
天的峨影厂编剧钱道远。他回忆，张笑天
是非常勤奋、高产的作家。他曾经是学历

史的，后来进入写作领域，小说、影视剧本
等全面开花：创作出了《太平天国》等优秀
的剧本，又担任长影厂的文学副厂长，作
为长影厂的老领导，行政上做得很好，为
人朴实无华、做事也低调不张扬。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开国大典》编剧张笑天因病去世

由成都商报社、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四
川文学杂志社、新华文轩成都购书中心联合主办的

“第二届成都商报读者口碑榜·年度图书得主凸凹长
篇小说《大三线》分享会”，将于2月28日（本周日）下
午2：30，在成都购书中心（武侯祠大街266号）举办。
这是成都商报回报读者第二场年度人物分享会。为
了回报之前读者投票支持，凸凹表示他准备了10本
长篇小说《大三线》，以及5本长篇小说《甄子场》和5
本诗集《桃果上的树》，将亲笔签名赠送给到场读者。

此次年度图书得主凸凹长篇小说《大三线》分享
会，除了有税清静、牛放、马平、蒋蓝、卢一萍、蔓琳等
50多位作家、诗人云集成都购书中心，以读书沙龙的
方式评弹《大三线》，凸凹还准备了10首代表诗作与
读者分享。刚刚获得年度诗人的向以鲜，也将到场朗
诵凸凹诗歌。分享会上，成都商报将分别给作家凸凹
授予“年度图书”纪念奖牌，给成都购书中心授予

“2015年度十大成都文化场馆”纪念奖牌。
昨日，作为主办方之一的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

联络部主任税清静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凸凹是近
年来四川省作家群的代表之一，他的创作取得了不
少成果，过去写诗，现在写小说。凸凹的眼光独到，
他笔下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下充满人性，尤其是《大
三线》写三线建设，小说中描写了众多三线的历史
人物，他关注特殊群体，关注民生和社会，体现了作
家的责任和担当。站在作家的立场上，去观察思考，

《大三线》无疑是一部良心之作。”
著名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邱华栋读过《大

三线》，他的评价是：“如果说这两年小说界开始有
了三线军工题材作品的动静，与成都凸凹的勤奋写
作有着巨大的关系，高密度见刊的五个中篇和两个
短篇，体现出这一题材和写作艺术的新高度。这肯
定是对当代文学的显著贡献。”

作为“年度图书”的评委读者，你怎么看《大三
线》？你想跟作者见面说些什么？今日，成都商报向
广大读者发出征集令：凡提前报名的读者，有机会
现场获得凸凹亲笔签名的长篇小说《大三线》《甄子
场》或诗集《桃果上的树》。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报名方式

今日起至2月26日下午5：00前，可通过以下
两种方式报名：1、下载成都商报APP，进入“成都频
道”，点开相关凸凹长篇小说《大三线》分享会的文
章，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清楚你的姓名和联系电话，
即可参加。2、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

温馨提示

请报名的读者于2月28日下午1：30~2：10之间
抵达成都购书中心（武侯祠大街266 号，一环路高
升桥十字路口华达商城），提前入座。

来
我们一起
重温三线生活

《《
开
国
大
典

开
国
大
典
》》
创
作
幕
后

创
作
幕
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