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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在

说谎

？

胡尔克打人事件持续发酵
胡尔克

胡尔克
上帝可鉴

？

足协

·

用人格担保

限，
所以冲突的全部过程并不能完全还原。
除去录像之外，在场人员的证词也同样
关键。从目前大家的发言中，基本可以还原
当时大家所在的位置。上港主帅博阿斯第一
个回到了休息室，他应该是真的没有看到发
生了什么。黎兵当时和自己的助理教练李胜
一起同胡尔克理论，于明是后过来的，再加上
随后过来的胡尔克，他们是第一当事人。当
值裁判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走到球员通道，他
们并没有看到冲突时的一幕。比赛监督当时
坐在看台上，
自然也不会看到。
所以，从以上两点看，一旦录像不够清
楚，那么最终拷问的只能是人心。而在这样
的情况下，中国足协会最终如何判定，确实要
看他们的功力如何了。
（白 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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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篮世界杯预选赛抽签揭晓

中韩同组再较量
本报综合消息 7 日晚，2019 年篮
球世界杯预选赛抽签仪式在广州塔举
行。中国男篮被分在亚太区预选赛 A
组，同组有老对手韩国队和实力不俗的
新西兰队。
中国队作为东道主直接晋级决赛阶
段，
但仍需参加预选赛，
参与的比赛只计
国际篮联积分，
不参与预选赛排名。
广东省副省长许瑞生、广东省体育
局局长王禹平、广州市副市长王东、国
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
金生、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以及国际篮联
主席穆拉特瑞、副主席尼昂、秘书长鲍
曼等，以及来自 78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 名嘉宾和记者出席抽签仪式；中国
球星易建联、美国球星皮蓬、澳大利亚
球星盖茨和俄罗斯球星基里连科作为
嘉宾为各大洲预选赛抽签。

黎兵

该如何接招

一个用人格保证，一个说上帝可鉴，双方
态度都很强硬。但是真相只有一个，中国足
协该如何接招呢？
从现在情况看，
比赛监督肯定会将此事写
进赛后报告当中，
因此整件事情上报纪律委员
会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
足协会召开听证会
来弄清楚此事基本是没跑的。
而一旦事情被调查，现场的录像将成为
至关重要的证据。据悉，事件发生现场的摄
像头一共有两个，一个位于大厅右侧拐角，一
个位于大厅门口。由于位置和角度的关系，
位于拐角处的摄像头无法记录到冲突的信
息。在大厅门口的摄像头对当时场景的记录
也很模糊，再加上现场人员太多，挡住了大部
分的区域，另外，摄像头的拍摄角度也有局

中超 战报

从 6 日晚上事情发生后，胡
尔克一直没有对事情发声。在 7
日上午，他甚至还心情愉快地晒
出了自己和家人一起出游的照
片。不过，下午他再次更新了自
己的微博，并表示自己绝对没有
打人：
“ 不幸的是，他们试图诋毁
我的形象。对方教练指责我打
人，他是在哪里看到的？无论如
何，我都不会有暴力行为。我无
愧良心，上帝可鉴。我只想去做
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踢球。我
在中国很开心。我喜欢和尊敬
所有的中国人。
”
当然，在胡尔克发声前，上
港俱乐部就已经“盖棺定论”，在
他们的公告中称：在经过与比赛
监督和赛区组委会、公安部门在
赛中和赛后反复查看了监控录
像，认定胡尔克不存在单方殴打
贵 州 恒 丰 智 诚 队 助 理 教 练（翻
译）于明的事实。同时要求贵州
俱乐部立即让黎兵和于明及相
关媒体删除与事实不符的公开
报道。并表示因为黎兵与于明
的言辞，已经挑起外籍球员与中
国人的敌意，对上港俱乐部和中
超联赛造成不良的影响，涉嫌违
反《中国足协纪律准则》第六十
条的规定，因此上港俱乐部将保
留诉诸于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
的权利。

黎兵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有暴力倾向！无愧良
心，
上帝可鉴。
”
7 日，黎兵和胡尔克双双更新自己的微
博，并全都发誓自己所言非假。一时间，胡
尔克打人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到底谁
说了谎？
如今，这个难题已经踢到中国足协了，
而接下来也就要看中国足协如何去处理了。

男篮世界杯本应在 2018 年进行，
国际篮联传讯总监帕特里克·科勒解
释：
“2019 年举办男篮世界杯可以避开
足球世界杯，希望能够成为 2019 年全
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
2019 年男篮世界杯首次扩军至 32
队，80 支国家和地区队将会为 31 个出
线名额展开角逐。中国队将与五支非
洲球队、七支美洲球队、七支亚洲球队、
12 支欧洲球队共同参加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5 日进行的决赛圈较量。
亚洲区与大洋洲合并为“亚太区”，除中
国队直接晋级外，还将决出七支晋级队
伍。科勒透露，此后世界杯预赛均采用
“亚太区”分组，即大洋洲的世界劲旅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队此后很可能都与中国
队同组。不过亚太区拥有七个晋级名
额，
中国队从预选赛出线并不算太难。

马拉多纳
中东执教
出任阿联酋乙级球
队主教练
据新华社北京电 北京时间 8 日，阿
联酋富查伊拉俱乐部宣布，前阿根廷队主
教练马拉多纳成为该俱乐部队的主教练。
马拉多纳在自己的脸书账号上说：
“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是富查伊拉队的
主教练，
这是一支阿联酋的乙级球队。
”
这也标志着 56 岁的马拉多纳在时隔
5 年之后重执教鞭。这位世界足坛传奇
名宿曾在 1986 年率领阿根廷队夺取世界
杯冠军，
1990 年又率队获得世界杯亚军。
马拉多纳曾于 2008 年成为阿根廷队
主教练，两年之后率领球队参加了世界杯
赛。2011 年 5 月，马拉多纳曾经执教过
另一支阿联酋的球队，但是只干了 1 年多
就离开。

关于胡尔克打人事件的起点，可以算是从
黎兵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而起。
7 日，黎兵在自己的微博上完整还原了他
认定的事情发展过程：
“其实在上半时双方的纠
纷就已经发生，当时我们对场上裁判的一些判
罚不满。在我们对裁判表达不满时，博阿斯就
扭过头来用英语要求我们闭嘴，之后有一个界
外球他将球踢回场内，但我们认为他将球踢向
倒地的闵俊麟方向是非常不妥的，对他的这种
做法我们提出了质疑，于是在一边的胡尔克也
开始用英语让我们闭嘴，双方此时在言语上有
一些冲突。中场休息时，双方同时走向休息室，
李胜在我的前面，胡尔克在李胜的右边，此时胡
尔克在球员通道里扭过头来再次用英语辱骂李
胜，双方再次发生语言冲突，这时双方一边互相
指责对方一边互相走进，此时于明从我们身后
走过来，胡尔克突然出拳挥向于明并击中于明
额头将他打倒在地。当时在场的人除了我们的
教练以及队员，还有对方的教练和球员，其他人
我不记得了，但我就是被林创益(我带国青时的
上港球员)拉开的，他当时说：
‘黎指导，
冷静’
。
”
黎兵也对上港的反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上港俱乐部的总经理隋国扬对这件事的否认
在我看来是非常不妥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在
场的上港教练和球员会说没有这件事或者我们
冤枉了胡尔克，尽管他们很清楚什么是事实。
比赛不是输不起，因为上港本身的实力就强我
们很多，但是我接受不了的是胡尔克先用语言
侮辱我们并先动手打人，可能我某些言论在情
绪激动的情况下有些过激，但我以我的人格担
保整个事件的真实性！”

疑点一览
1、黎兵说法前后矛盾？
黎兵在描述中前后确实存在过一些细节
上的矛盾。比如黎兵说胡尔克是用英语辱骂
了贵州队。而于明却表示胡尔克是在用葡萄
牙语骂人；黎兵说于明被打到了额头，而于明
说胡尔克是一拳打到了自己的右脸颊。
2、于明脸上没伤？
按照于的说法，自己被打了右脸颊并倒
地，以胡尔克的身材和力量，受伤应当不轻。
但从随后的现场图片看，于明并没有受伤。
3、上港老总就在现场？
赛后，上海上港老总隋国扬发表了自己的
看法，他说因为事发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现在
球员通道。不过，在 7 日上午，黎兵在自己的
微博上晒出微信聊天截图，可以清晰的看见隋
国扬出现在图中，并写道:
“他们全在撒谎”
。
4、上港的辟谣太草率？
比赛刚结束，黎兵也才刚刚说出胡尔克打
人一事，
上港很快做出回应，
声称公安部门证明
胡尔克没有打人，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显得有些草
率。毕竟当时他们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将所
有现场的录像调出来一一观看。 （李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