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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随着“捐一元”项目的
开展，贫困山区的孩子在学校的餐
食变得更加丰富营养，另一方面是，
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依然艰苦，“好多
贫困家庭的年收入都不到一千元”。
为此，“捐一元”项目去年在成都开
启了跨界公益，携手媒体电商成都
商报买够网，开辟线上爱心平台，帮
助云南贫困山区“捐一元”受援地孩
子们的家庭销售他们的主要经济作
物高山土豆。

“去年8月，我们来到寻甸县联
合乡凹子村，这里的凹子小学也是

‘捐一元’项目的受助学校之一。”志
愿者罗扬说，由于土地条件所限，当
地大多数农作物都不易成活，土豆
成为村民的主要食物，“我们探访的
许多孩子家庭，一日三餐都是吃土
豆，而孩子们暑期生活主要就是做
饭、割草、挖土豆。”

7月3日下午，志愿者们再次来
到凹子村，遇到了已经6岁的女孩
马慧。扎着马尾辫的马慧说，读小
学的姐姐经常把学校发的牛奶鸡
蛋营养餐带回家来给她分享，“我
想快点上小学，这样也能天天吃到
牛奶鸡蛋了。”

当天凹子村下起了小雨，但是

马慧的爸爸仍然在冒雨挖土豆。凹
子小学的李校长告诉大家，土豆是
村民挖来自己吃的，“这里土地宽
广，土豆生长周期长，因为不好卖出
去，村民自己吃不完，只有等土豆烂
掉。”

“去年‘捐一元’项目开启爱心
土豆售卖，不仅帮村民增加了收入，
而且通过宣传，让全国乃至海外的
许多爱心人士都关注到贫困山区的
孩子们，纷纷伸出援手。”李校长说，
杭州一位爱心人士给孩子们送来20
多套衣服，除此外，全村已有39户家
庭与爱心人士建立了一对一帮扶，
爱心人士每年定额资助孩子，从
1000元到2000元不等。

志愿者们还给凹子小学的孩子
们带去了城里孩子喜爱的土豆片。
对于这种不一样的土豆零食，孩子
们都很喜欢。朱星勇小朋友说，“我
们在家里也吃土豆，不过都是蒸来
吃、煮来吃，这种土豆片是第一次
吃。”问到吃牛奶鸡蛋的情况，孩子
们都连连点头说好吃。这一次，孩子
们同样把对爱心人士的感谢写进了
一张张小卡片里，这些爱心卡片将
随着“捐一元”爱心土豆售卖第二季
的启动，飞到千家万户。 （余兰）

一元钱的爱心之旅 改变正在发生
百胜中国高管探访云南受助小学生

““这是一个为贫困山区儿这是一个为贫困山区儿
童举办的募捐活动童举办的募捐活动，，你愿意加你愿意加
上这一元的爱心捐款吗上这一元的爱心捐款吗？”？”77
月月1010日日，，云南昆明新南亚肯德云南昆明新南亚肯德
基餐厅的柜台前出现了一对基餐厅的柜台前出现了一对

““特殊特殊””的的““翠梦翠梦””组合组合———百—百
胜中国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屈胜中国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屈
翠容翠容（（Joey WatJoey Wat））和里约奥运和里约奥运
会中国首金获得者张梦雪会中国首金获得者张梦雪。。她她
们专程来到这家餐厅参与捐们专程来到这家餐厅参与捐
一元一元，，捐出善款后立马摇身一捐出善款后立马摇身一
变成为服务员变成为服务员，，站在柜台收银站在柜台收银
机后机后，，亲自参与亲自参与““捐一元捐一元””公益公益
项目的餐厅劝捐活动项目的餐厅劝捐活动，，用行动用行动
来传递爱的滋味来传递爱的滋味。。

今年是今年是““捐一元捐一元””项目开项目开
展的第十年展的第十年。。十年不懈地坚十年不懈地坚
持持，，百胜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百胜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
何为何为““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善小而不为”。”。而通而通
过百胜中国的员工代表以及过百胜中国的员工代表以及
媒体志愿者们对受助地小学媒体志愿者们对受助地小学
生的一次次探访生的一次次探访，，大家欣喜地大家欣喜地
看到看到，“，“捐一元捐一元””项目十年带来项目十年带来
的大改变的大改变。。

村小有了爱心厨房
孩子们的餐食更丰富

“他们都是百胜中国牵挂的孩子。”
7月11日，屈翠容女士的全家与肯德基
中国总经理黄进栓、百胜中国公共事务
高级副总裁王立志和肯德基中国企划
高级副总裁李波在内的百胜中国的代
表，带领他们的孩子，以及媒体志愿者
们，来到了云南寻甸县金源乡瓦房小
学，回访“捐一元”项目的受助学校。

百胜“捐一元”项目组负责人在瓦
房小学的孩子中发现了东妹小朋友，
她高兴地走到东妹身边，询问东妹的
学习情况和近况，随后欣慰地向到访
的嘉宾们介绍初次见到东妹的情景。4
年前，第一次到瓦房小学探访时，东妹
刚上一年级。第一次看到瘦瘦小小的
她和其他贫困学生们时，很多工作人
员都心疼地落泪。4年过去，在营养加
餐的滋养下，小东妹已经明显长高了
许多，脸上也多了一分健康的光泽。

瓦房小学的朱石安校长告诉大家，
村里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因为有了“捐一
元”公益活动，才能每天吃上牛奶和鸡
蛋，“这几年明显看到娃娃的变化，脸色
好了，体育课成绩良好的人数也增加
了。”此外，“捐一元”项目还给学校援建
了爱心厨房，这让孩子们的餐食更加丰
富营养，“以前都是柴火烧饭做菜，很不

方便，现在有了电炉灶、蒸饭车，厨师就
能换着花样给孩子们做饭做菜，每餐都
是一荤两素三个菜。”

“我感到非常高兴，百胜中国的
‘捐一元’项目能够为数十万贫困山区
的小学生提供了营养加餐，改善他们
的营养状况。这个项目更提升了40多
万百胜中国员工的公益意识和参与公
益的主动性。此外，还培养了公众从点
滴小事参与慈善的习惯，并提倡和推
崇了‘人人公益’的众筹理念。”百胜中
国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屈翠容表示，“捐
一元”项目自2008年启动以来，累积超
过1亿人次消费者在百胜中国旗下餐

厅直接参与捐款，“捐一元”项目已经
成为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群众性募捐
项目之一。过去9年，“捐一元”项目累
计筹款达到人民币1.5 亿元，为贫困
地区小学生提供了3000多万份营养加
餐，为750余所贫困山区学校捐赠了爱
心厨房设备，有8个省份超过40万名学
生从中受益。

今年是“捐一元”项目第十次爱心
起航。7月8日至7月23日期间，百胜中
国开放了旗下肯德基、必胜客等餐厅
作为捐款渠道，以期带动更多消费者
奉献爱心，集结更多社会力量，改善贫
困地区儿童的营养健康。

跨界公益引关注 爱心人士一对一资助山区孩子百胜中国总裁兼首席运营官
屈翠容和肯德基中国总经理黄进
栓与小嘉宾和拿到营养餐的小朋
友们一起

百胜中国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屈翠容和先生、孩子与肯德基中国总经理黄
进栓一起看望捐一元受助地的孩子们

赛事组委会：取消参赛资格
上海市足协：在沪永久禁足
上超联赛负责人周亮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独家专访

球员
掌掴
裁判

7月10日，针对一起在上海
足球业余联赛中球员掌掴裁判
的暴力行为，上海足球超级联
赛纪律委员会对YLZ队身披27
号球衣的董卿做出处罚，决定
全年取消董卿参加系列赛事资
格，董卿所在的YLZ队遭到罚
款5000元的处罚。

事情发生在7月9日，2017
年上超联赛第12轮天福和YLZ
的比赛在上海博大汽车公园足
球场1号场进行，在本轮比赛
前，两队都积23分，天福只凭借
净胜球优势排名南区第2。

在这场比赛第34分钟时，
出现了争议的一幕，YLZ队的
27号球员董卿由于在球出界
后，推搡对方球员，裁判向其出
示黄牌，董卿不满裁判判罚，竟
将球大力踢向裁判，并直接打
了主裁判一个大耳光，若不是
助理裁判及球员的劝阻，也许
会有更加过激的事情发生。随
即裁判终止了比赛，判罚天福
队3比0获胜，而董卿则是念念
有词，口头威胁主裁。

事后赛事组委会迅速公布
了处罚决定，根据《2017上海足
球超级联赛纪律处罚细则》等
相关规定，做出如下处罚：一、
全年取消董卿参加上超系列赛
资格；二、取消其上超系列赛所
有奖项的评选资格；三、对YLZ
队处罚5000元，并按规程相关
规定执行。对于球迷普遍认为
处罚太轻的看法，上超联赛负
责人周亮昨日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目前的
决定是赛事主办方在规则范围
内所做的最重处罚，事件发生
后的第一时间我们已向警方报
案，目前已经进入受害人验伤、
调查、取证程序。被打裁判没什
么外伤，检查报告结果出来还
需要四天，结果出来后我们将
会交给司法部门酌情处罚，目
前正等待对违法人的行政处罚
结果。我们已把事件交行业两
级部门审核处罚，建议对违纪
球员的处罚是‘全国禁足’。”

上海市足协昨日也迅速开
出罚单：在上海区域内永久禁
止董卿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
活动；支持裁判员对该球员涉
及违法犯罪的行为，提出进一
步维权主张，直至追究其法律
责任。

董卿的道歉信@了阎诚斌、草根足球记
录员、上超联赛。成都商报记者调查发现，阎
诚斌疑为被打裁判。阎诚斌微博的简介是，

“从小喜欢足球，在中国的足球之乡——上海
杨浦打下足球的基础。曾经到足球的天堂德
国体验真正的足球文化。现在靠足球生存，衷
心希望中国足球好起来！”

阎诚斌很早之前就执法过中甲，中国足协
在2015年4月21日所下发的中甲联赛第六轮比
赛裁判选派通知中出现过“阎诚斌”的名字。

同时，阎诚斌也是一个创业者，据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阎诚斌在2010年6月，
注册了上海踢球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东
为阎诚斌和闫吉海，两人各出资10万元。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有其
淘宝店的链接，店里主要售卖德国足球运动
服饰及周边商品，阎诚斌的微博上也有很多

踢球者公司的商品信息。
据上海创业公共服务信息网报道，阎诚

斌在德国留学时学的就是经营管理，在学校
当助教时，也曾辅导过别人如何创业。回国
后，用1年时间做了创业准备，包括市场调查、
政策了解等。在德国时，阎诚斌曾在足协做过
兼职，建立了一些人脉关系，加上自己对足球
的爱好，他选择了网络代购德国足球运动服
饰这一主营业务。阎诚斌说道“在中国，能够
得到德国足协和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授权
代理的目前也就两家，涉足的是小众领域，但
同时也是未被填补的空白。虽然无法像有些
科技型小企业那样，一旦成功，利润就几十倍
翻番，但我们稳扎稳打。”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一直试图联系阎诚
斌，但截至发稿时，他一直未接听电话。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何鹏楠

上海超级联赛是上海地区规模比较大的业
余足球联赛，隶属于UPBOX激战联盟，项目创
始人周亮是黄健翔的徒弟，曾是足球解说员、主
持人。据东方早报报道，UPBOX激战联盟2016
年已经实现自建自营14家连锁店33片场地，包
括2000多支业余战队、600多场赛事，并且覆盖
15个青少年社区训练营、30多所高校的10000多
名学生，此外，UPBOX旗下已经签约50多名青
训教练，注册青少年学员1500多名，在今年，联
赛获得了一著名汽车品牌的冠名。

据UPBOX激战联盟提供的资料，YLZ俱乐
部由徐海晖于2016年9月成立，球队现有球员20
人，由球员自发组成，他们平均年龄25.6岁，在
2016年夺得两次冠军，2017年获得迎新杯亚军。

昨日凌晨4点20，董卿在微博上也发了一
封道歉信，他在信中写道：

尊敬的阎诚斌裁判员，您好！就昨日“球
场暴力”事件，对于我在赛事上的严重过失行

为，致予最诚挚的道歉！
我对此次冲动造成的行为进行了反复的

思考，现深感自责、愧疚及后悔，由于我的严重
过失行为充分暴露出自己“不成熟”及“不理
智”的缺点，对球场上出现的突发问题与压力，
不能够理智和冷静地面对，出现了烦躁等各种
不稳定情绪，以至于对裁判您的身体与心理造
成此次伤害，我再次以最大的诚意与决心向您
呈上这份“致歉信”，恳求您原谅我愚蠢冲动的
行为。我已深深地知道：“我错了！”

本人因遇事考虑不周，不够冷静，并言辞
欠妥，对您有大不敬之处，尚请您宽宏大量，
予以原谅及批评。

这份道歉信的措辞和诚意暂且不论，但
发布者的微博账号明显是董卿的微博小号，
网友对其用小号发文道歉纷纷表示不满。

对董卿的道歉，周亮称，“道歉只是表明
他的态度，并不能对处罚决定有什么影响。”

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主裁阎诚斌的吹罚
没有任何问题，对方球员也没有其他暴力动
作，一切都是球员董卿主导的一次恶性球场
袭击裁判的暴力事件。

对于这张罚单，球迷普遍认为处罚太轻，
上超联赛负责人周亮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当时我不在现场，但每一场上超比赛都有视
频直播，在看到这一幕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就
对董卿的处罚问题进行了商议，目前的决定
是赛事主办方在规则范围内所做的最重处
罚，球员董卿本赛季上超禁赛并永久不得参
加UPBOX激战联盟旗下任何赛事。并且在事
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向警方报案，目
前已经进入受害人验伤、调查、取证程序。被
打的裁判没什么外伤，检查报告需要四天，结

果出来后将会交司法部门酌情处罚，目前正
等待对违法人的行政处罚结果。”

周亮还称，“我们已经把事件交行业两级
部门审核处罚，建议对违纪球员的处罚是‘全
国禁足’。”

上海市足协负责人沈雷表示，“这是由民
间资本自发组织的一个赛事，协会对发生在
球场上的不文明行为是零容忍，在球场上球
员有这种暴力事件，将永久禁止该球员参加
由上海足协举办的所有比赛。”

对此中国足协也非常关注，据腾讯体育
报道，中国足协社会足球发展部已责令上海
方面汇报情况，并且会将这样的情况上报给
足协纪律委员会，对该球员进行全国范围内
的禁赛。

处罚太轻？“还会交给司法部门酌情处罚”

按照《体坛周报》的统计，本赛季中
超联赛过半，15轮联赛受到处罚的球员
将近50人，罚金多达155.9万元，这创下
中超联赛的一个尴尬纪录。中国足协

“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本身就存在巨大
争议，而这次发生在上海业余足球赛场
上的殴打裁判事件，更是暴露出中国足
球“根子”上的问题，业余足球赛场上
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该如何去解决？

最近几年来，随着足球产业的火
爆，各地业余足球赛事蓬勃发展，球场
暴力事件也是频频发生，要举例子，基
本上属于信手拈来：

1、2014年全国业余足球北区决
赛，沈阳河畔队和天津万腾队双方包
括球员家属在内70余人，从场内打到
场外，社会影响极为恶劣，事后两队被
取消比赛资格，禁赛三年。

2、2016年5月，足协杯首轮，业余
球队武汉宏兴队赛后围殴包括国脚吴
曦在内的江苏苏宁球员，飞踹等恶劣
动作频频出现，事后宏兴被取消注册
资格，多名球员终身禁足。

3、2017年6月，在昆山市一场业余
足球联赛里，一名裁判遭遇一个球队
多达3人的飞踹。事后启航中天俱乐部
被取消参赛资格，三名球员在昆山被
终身禁足。其中两人被拘留12天，一人
被拘留9天。

以上种种，只是发生在业余足球比
赛中的暴力事件的冰山一角，《人民网》
撰文表示，“足球暴力在中国职业联赛
接二连三的密集爆发令人震惊，不仅给
中国足球总体形象造成非常恶劣的影
响，也对当前来之不易的足球改革良好
态势造成极大的困扰，若不加以防范遏
制，势必严重地阻碍足球改革总体目标
的实现。尤其是作为足球最高竞技平台
的职业联赛，屡爆冲突事件，做出不好
的示范，让业余足球、校园足球等上行
下效，严重带坏了足球风气。”

此外，尽管发生在业余联赛中的暴
力事件，大多能够得到妥善处理，但这
些处理大多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

《人民网》对此发文表示：“足协等相关
管理部门也有措施不到位的地方，比如
总是重惩处轻教育，严惩作为事后措
施，有些罚单下发仓促而且处罚尺度不
一，损害了足协和联赛的威信。”那么，
如何才能如何能够防患于未然？已经成
功运行“城市足球联赛”多年的成都市
足协有着丰富的经验。

成都市足协专职副主席刘刚表
示，从2006年成为亚足联“亚洲展望计
划”城市之后，成都市足协打造的“成
甲联赛”以及此后的“成超联赛”，就非
常注意球场秩序方面，“首先有相关的
规章制度，对于违反这些制度的，有很
严厉的处罚措施，包括罚款、禁赛、禁
止参加足球活动等等。对于造成恶劣
影响的，禁止他参加在成都市范围内
由足协举办的一切足球活动的资格。
每年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会把所有
俱乐部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反复强调
球场纪律，打好预防针。而在发生了情
况之后，做到一切照章处罚，这样就具
有巨大的威慑力。而且在参赛球队的
资质上，成都市足协也审核得非常严
格，如果你这支球队过往‘劣迹斑斑’，
那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你参加比赛的。
这样日积月累下来，所有球队和球员
大多明白这条红线所在，球场暴力发
生的次数也大大减少。”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道歉求原谅？“不能对处罚决定有什么影响”

裁判不专业？被打裁判执法过中甲

职业足球“带坏”业余联赛？

防治球场暴力
成都市足协靠这几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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