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俱乐部转让迎来“最后疯狂”？

中国足协对不合规说不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６日电 2016年职业俱乐部转让工

作即将在1月10日结束，这是中国足球史上允许俱乐部最
后一次跨注册协会（省、市）转让的截止日，近两个月，中
超、中甲、中乙掀起一股俱乐部“转让风潮”。对此，中国足
协在６日叫停了两个中乙俱乐部转让的不合规现象。

两家中乙俱乐部云南普洱万豪、银川贺兰山，近期分别
申请转让给上海的企业。 两家俱乐部没经过中国足协批准，
已与受让方办理了工商变更，但两个想接手的新东家，都违
反了中国足协有关让的硬性规定———受让方必须要“营业三
年以上”。两个转让存在“硬伤”，中国足协坚决叫停。

自2015年11月以来， 中国的三级职业联赛共有26家
俱乐部申请主要股权转让，其中7家涉及跨注册协会（省、
市）的转让。相关人员介绍，今年转让尤其频繁，可能是国
家政策支持足球的背景下，投资人有了热情。这样，足协必
须严格审查新公司的资质，看它是否真心投资足球。

此前， 中国足协在去年11月举行的注册工作会上提
出，2016赛季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注册转让要在2016
年1月10日前完成，在此之前，俱乐部还可以跨注册协会
（省、市）转让，但在此之后将不会获得中国足协批准。

2016年1月7日 星期四06 文教·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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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欣

[人物档案]
刘炜 （血红 ）：苗族 ，常德人 ，1979年

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网络作家富
豪榜上榜作家。 著有 《升龙道》《邪风曲》
《神魔》《巫颂》等多部作品。

2003年夏天，武汉某出租屋。一位高
度近视、 穿条短裤的失业单身理工男，等
一部网络作品更新等烦了，干脆坐在床上
打开电脑，自己写！

2004年也是大热天，他一早起床，下
楼买了两箱啤酒，边喝边写。没料到书友
一路追着更新，他竟写到晚上9点才罢手，

喝光了24瓶啤酒。那天，成千上万的书友
刷得服务器都快宕机了。据统计，那天他
写了9万字。 这段网络写作的狂欢几成江
湖神话，他也被唤作“大神”。这一年，他成
为起点网第一个也是唯一年薪超过百万
元的网络写手。

“那是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爆发，巅峰高
潮，很有成就感。”近日,网络作家血红在网
上接受记者采访时，当年情境历历在目。眼
前屏幕上，他的一行行字也飞速闪出：

“脑子里情节涌出的速度比手速快。
人物就在我面前,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
就和看电影一样活灵活现。”

“喜欢温瑞安。一段话就是一个镜头，
画面感特别强，特别强，特别强！”

“各种有意思的东西在脑子里熬成一
锅粥，各种新想法翻腾，就追着那个冲动
去写吧。”

“在这个行当上一下子甩下去十几年，
没有任何其他的爱好，这简直太奢侈了。”

“惟一的放假，就是过年回家陪老妈打麻
将，上桌十分钟开始打瞌睡，一路输到底。”

……
快手之外， 他还是少见的多面手，不

仅在网络玄幻领域里最具人气， 都市、情
感、历史都能写。2012年，他以1400万元
入榜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 此后持续上
榜。不过说起富豪榜，他的兴头淡了不少：
“没太多感觉，照样吃饭睡觉。”

一名武汉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理
工男， 为何修炼成了顶尖的网络富豪作
家？他坦言，自己是需要强迫性规矩约束
的人。高中有人管着一切还好，大学一下
变“学渣”，只能另谋出路，结果彻底爱上
了无拘无束的网络书写生活。

现在他自觉带上紧箍咒： 早晨6点多
起来，晚上11点睡觉，上午看书，下午晚上
写作。一年与号称“血丝”的书友们搞一两
次聚会。 至2015年， 他已写了4000多万
字，出了18套图书。他的理想，是码字一个

亿，留下经典：“网络文学虽有快餐化的现
象，但我们也在努力创作精品。其实老外
的《指环王三部曲》等，都是中国网文的题
材。 人家发展了近百年才有今日气象，我
们才十来年的时间呢。”

去年，他当选上海网络作家协会副会
长。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全国首个网络
文学专业，他成了特约教授。

互联网以想象不到的速度， 颠覆无数普
通中国人的命运，包括这位曾经想当程序员、
心血来潮又读了个哲学硕士的湖南伢子。零
门槛的开放网络吸纳了无数像他这样的“山
野草根”，并以即时互动的技术手段创新文学
生产的形式。中国文学地图，被深刻改写。

多年前，他以“血红”这个粘稠、带着
腥味的网名冲杀江湖“血路”。现在，仍爱
喝酒、 有空就陪老婆看电影的这位老男
孩，每天坐在上海某扇能看见树的窗前码
字。文字跳出屏幕的瞬间，就像那个夏天
的午后，也像无数看得见的未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006 1 0 1
排列 5 16006 1 0 1 1 8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003 04 12 17 22 26 06+0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3

2
下期奖池：2227670567.86（元）

8789527 26368581

105474325273716

湘涛试训新外援
湖南日报1月6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湖南湘涛队赴

昆明冬训，值得注意的是，球队阵中出现了一个新外援的
面孔。据了解，这名外援位置是中后卫，来自斯洛文尼亚，
目前还在试训。

上赛季结束后，湘涛队的3名外援只留下了前锋卡贝
萨斯，中场伊戈尔和中后卫斯蒂万离队。

2016年元旦节后，有消息传出，湘涛队正在接触两名欧
洲外援。今天在黄花机场上，湘涛队新赛季的“绯闻”外援终
于现身了，而且已穿上了湘涛队的服装，不过只有一名。

湖南湘涛队总经理张旭接受电话采访表示：“目前只
和一个外援有意向，是新帅卡夫季奇挑选带过来的，位置
是中后卫， 他和球队一起去昆明海埂冬训， 还在试训阶
段。”据了解，这名外援名叫洛克·埃尔纳斯，来自斯洛文
尼亚，身高1米85，曾有过斯洛文尼亚青年队的经历。

在昆明冬训期间，湘涛队除了技战术训练外，另一个
重要任务就是完善阵容， 相信湘涛队新赛季的外援以及
内援人选将很快浮出水面。

②

理工男刘炜血脉贲张，曾一天创作9万字，玄幻、都市、历史样样写，还写进了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

在词语的密林里快意穿行

省食药监局组织飞行检查

4家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存在问题

新书包里装满爱
1月6日，喜来登集团的爱心人士走进江华瑶族自治县码市镇麻石村小学，为该校的

山村孩子送来书包、文具、袜子等学习生活用品，让孩子们高兴上学，开心学习。
唐世日 摄

湖南日报1月6日讯 （记者 李传
新） 省食药监局今日公布日前对湖南
唐臣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等4家食用植物
油生产企业组织飞行检查的结果， 检
查发现4家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都存在
一些生产安全隐患问题。

2015年12月， 省食药监局对食用
植物油生产企业组织飞行检查发现： 湖

南唐臣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的成品仓库内
有43件厨天旺菜籽调和油已过期。 湖南
贵太太茶油科技有限公司的瓶盖库内设
杂物库， 用简易编织袋盛装瓶盖， 且无
物料标识信息。 湖南新金浩茶油股份有
限公司制氮车间有43桶芝麻油为不合格
原料。 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辅料
库存放的22包活性白土已过期。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王明义 何晓明

1月6日，又是一个下雨天。在常德临
澧县，一位年过半百的医生穿着雨衣，蹬
着自行车，奔向离县城7公里的望城乡桂
花村，去救治一位脑血栓病人。他就是常
德名中医、 临澧中医院门诊部主任杜登
峰。

杜登峰出身中医世家。常说“医者
仁心”。他对每一个患者都很亲切，是个
“热心肠”。

临澧县合口镇回龙村村民王世泉，
有一天早起后腹部疼痛不止， 前往医院
看病， 杜登峰很快确诊他患有十二指肠

球部溃疡并出血，病情危重，需要马上住
院。可王世泉家境贫困，独子去世，父亲
与老伴都身患重病，家中早已一贫如洗，
身上仅剩30元钱。杜登峰见状，立即从身
上掏出500元钱， 并帮老人办理住院，让
老人及时得到治疗。

合口镇楠桥村14岁的孤儿涂青娥
是杜登峰的另一名患者，她腹大如鼓，骨
瘦如柴，但一直查不出病因。杜登峰回家
筹集了4000元钱，专程陪同小青娥到湘
雅医院检查，被确诊为心包炎伴腹水，并
及时作了心包手术。手术后，杜登峰又将
小青娥接回临澧县中医院， 运用中医药
治疗。半年后，小青娥痊愈了，治疗费也
花了18000余元，杜登峰承担了下来。

孤女遇上好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