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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急、慢性病诊断,治疗,年度检查   
健康儿童体检及免疫注射, 等 

移民体检  

- 华人护士，精通中/英文  
9015 E. 17th St,     

 Indianapolis, IN 46229 
时间：周一： 8-5点 

 周三，五：8-12点 
电话：317.355.7700（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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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中国女排再得世界冠军，女排精神回归！

从德赫亚压哨转会失败，探秘FIFA的转会系统的秘密

文： 骆达
北京时间9月6日晚，2015年女排世界杯在
日本落幕。中国女排在收官战遭遇东道主
日本的顽强抵抗，激战四局才以3-1力克
对手，四局比分为25-17、22-25、25-21
和25-22。此役获胜后中国队10胜1负斩
获30分，以4分优势力压同胜场的塞尔维
亚摘得冠军，同时携手塞队拿到首批里约
奥运入场券。此次夺魁是中国队获得的世
界杯第四冠，也是球队在时隔11年后第八
次荣膺世界冠军。看着刷屏的社交网络，
不由得想到好像三十四年前中国女排第一
次勇夺世界杯，便是击败日本，从此中国
女排乘龙御风，开启了“五连冠”的王朝
模式，历史不会重复，但总是押韵，“铁
榔头”后继有人，而属于中国女排的光荣
之路还有很长。

在伦敦奥运败给日本后，女排一度陷入低
谷，而姑娘们如何从阴影中迅速走出，
并重回巅峰，这一切现象是值得我们探究
的，比起歌颂女排，琢磨明白短短三年
间，“铁榔头”郎平重掌帅印后，女排究
竟处在怎样的风暴眼之间，又经历着如何
的嬗变而有了重返巅峰的壮举，才是更有
价值的事。

2013年4月，排管中心竞聘时，郎平在报
告中曾客观地写过，中国女排是一支二流
球队，青黄不接之下，不仅缺少稳定出色
的核心球员，而且很多人连基本功都并不
扎实。韩国日本都属强敌，特别是打法顽
强的日本队就像横亘在面前的高山，等待
着女排去征服。

除了面对着一支人员老化、打法摇摆的

国家队，作为原女排主力的郎平也深谙
国内体制——国家队主教练权责不对
等，这是老大难问题，扛着十四亿人的
希冀，但从组队、训练到比赛甚至技战
术等诸多方面都要受到行政掣肘，于是
甫一上任她便提出了众多要求，比如舍
弃一些赛事，建立所谓的“大国家队”
，甚至提出将国家队主力放在恒大女排
接受自己的锻炼这种“荒谬”的要求，
当然这之中还夹杂了数目不菲的资金支
持，然而除了国字号球员下放恒大这一
条款因违背俱乐部竞争而告吹，其他要
求均被采纳，“业务派”郎平得到了宽
松环境与资金的极大支持，得以陷于体

制，又突破体制。

有了体制突破，郎平得以广纳贤才，诸
如瑞士精英赛、大奖赛、亚运会、U23世
锦赛等一系列国际大赛成为她四五十号
国字队青年军的练兵战场，只要你在联
赛中表现出色，我便给你机会来更大的
舞台一展长才，这是以往年代里靠着五
六个虎将横行排坛的女排所不能为的，
诸如颜妮、刘晏含、刘晓彤、张常宁、
丁霞、朱婷、袁心玥等一批球员得以磨
砺锻炼而迅速成长，雄厚的阵容就此形
成。

与此同时，排球联赛和体育市场的大
格局亦在变化。2009年4月24日，恒大
集团斥资2000余万首创恒大女排“独立
运营、自负盈亏”的新模式，中国真正
意义的排球俱乐部终于出现，汤姆、布
拉科塞维奇到斯沃隆斯卡、科斯塔格兰
德，世界一流的外援纷纷来到恒大，引
援机制和运营机制刺激着国内其他俱乐
部，也吸引着广大排球爱好者的关注。
在中国排球联赛职业化程度还不高的时
候，恒大女排的出现，不仅刺激繁荣了
联赛的市场，同时也对其他俱乐部的建
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此看来，重夺世界杯对中国女排而言
既是精神的传承，也是精神的蜕变。老
一代的中国女排精神，笼罩在集体经济
时代下，个人意志服从于集体价值，是
以奋勇拼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这
么一种精神，女排姑娘们一次次地超越
极限体现着的不懈努力，确实为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体育精神遗产。

时代分明是在改变，随着社会文明的进
步，体育作为人的运动而被重视；随着
竞技体育的专业化，运动员的科学训练
以及以运动员为核心背后专业团队的紧
密协作也更应被重视——如今的女排精
神，除了集体意志更强调包容个人，除
了艰苦奋斗更强调科学专业。我们看好
这支面目一新的年轻队伍将带着这份女
排精神，开启一个属于她们的黄金时
代。

9月1日0点，西甲夏季转会窗截至，拉锯
了一个夏天的转会大戏《德赫亚去哪儿
了》终于要落下帷幕之时，结尾处却出现
了神转折——由于文件提交晚了28分钟（
也有30分钟之说），这笔转会没有通过国
际足联的认可，德赫亚转会搁浅。究竟在
交易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两家
欧洲顶级俱乐部皇马和曼联就此展开了一
场撕逼大战，双方各执一词，案件扑朔迷
离，简直需要《今日说法》、《焦点访
谈》、《走进科学》一起上阵，才能揭开
这个谜底了。

笔者在这里不想讨论到底事情的真相是
谁对谁错，从而让两家中国最受欢迎的

俱乐部多球迷再次
展开撕逼大战。在
这里我们来一起探
秘下 FIFA的转会系
统，看看转会截止
日交易背后的那些
秘密。

那么，为什么球队
总是要拉上球员、
媒体、教练、球迷
做足三个月前戏，
结果最后在转会截
止日匆匆完成交
易，给你们搞个大
新闻呢？其实从心
理层面讲原因很简
单。往大了说是心

理战，截止日前才是最后摊牌的机会。
往小了说，其实就像去商场买东西一样，
商店要关门了，商家说哎呀别挑了便宜
点卖给你，买主也狠狠心咬咬牙下定决
心购买，毕竟过了这村就要等到遥远的
冬季转会窗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腾讯记者采访FIFA转会
主管马克－戈达尔德的专访，看看进入
大数据时代之后FIFA最新的转会系统，
了解下欧洲俱乐部之间球员转会的规则
和过程，看看到底压哨转会需要完成怎
样的手续，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总

会有压哨甚至“超时”转会的出现。
 
所有的球员转会都会在一个国际转会管
理系统（TMS）软件里操作，这套转会
系统是从2010年开始应用的，欧洲大概
有6500家足球俱乐部的电脑上装有这套
软件，只需要买方和卖方同时在这套软
件输入球员转会各个数据，并且达成一
致，这桩转会就正式宣告生效，而球迷
等待的俱乐部的官方宣布通常只是形式
而已。

软件的工作形式非常简单：当一个俱乐
部想要签下一个球员，他们必须在TMS
输入所需要的标准化数据，其中包括球
员的身份、转会合同的细节以及第三方
（如经纪公司、经纪人等等），而卖人
的俱乐部也需要输入相同的数据，一旦
两间俱乐部都输入相同的数据，转会就
宣告完成。

那么，为什么会有压哨转会失败的情况
呢？

国际足联转会主管表示，如果球队没能
在转会截止日前输入正确的数据，那就
是球队自己的错导致转会失败。2010年
开始使用这套系统后，的确出现了不少
问题，俱乐部经常抱怨和投诉，转会也
没能及时完成，然后就闹到国际足联和
体育仲裁机构。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问

题已经越来越少了，FIFA也会对所有俱乐
部一视同仁。

至于网上盛传的时差问题，戈尔达德先生
也表示这不是问题，原来，一旦俱乐部
方面登陆进系统，他们就会看见有一个倒
计时，告诉他们还剩下多少时间来完成转
会。所有俱乐部的TMS使用者只能是一个
人，而且倒计时是按照他们的当地时间，
因此，他们不会有任何借口来抱怨时差，
他们甚至可以在午夜来完成转会。

不过，从FIFA方面提供的转会的数据来
看，即使最后一天可能有着数据录入错误
或者延误的问题，俱乐部们也倾向于拖到
最后一天才完成转会工作。2014年在转会
市场最后一天完成了494个俱乐部之间的
400桩转会，总转会金额高达2.63亿镑。
其中65%的转会费是由欧洲五大联赛球队
支出的，可见此前他们花了太多时间来打
心理战。

无论怎样改变，大球会拖延到转会窗关闭
前匆匆忙忙烧钱大肆购买球员的局面依
然会继续，我们只是希望德赫亚这样的球
员不要成为俱乐部转会拉锯战的牺牲品。
祝福曼联重建成功、皇马后防稳健依旧的
同时，也祝福德赫亚未来能有好的发展。
最后，还要身体力行的提醒下广大拖延症
的学生朋友——作业不要拖到最后一天
做啊！

文： 郭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