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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之97）

纪实文学

2020年底，中国足协的一纸文件开启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名称中性
化的大潮。足协在近日发布公告称，超过80%俱乐部申报的中性名称
符合相关文件要求。而随着足协设定的2月28日注册截止日“大限”越

来越近，俱乐部的更名问题正在被放置在聚光灯下。
近两天，广州恒大更名完成工商备案，围绕山东鲁能更名的“泰山保卫战”一度登上热搜，

上海上港拟更名“上海海港”，北京国安和河南建业等老牌俱乐部的更名悬而未决……这都引发了广泛关注。
一场“泰山保卫战”折射了什么？俱乐部找个新名字到底难在哪？俱乐部更名究竟会对中国职业足球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值得深思。

新华社昆明1月13日电
记者日前从云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获悉，考古工作者在云
南省大理市五指山遗址发现
主体遗存为南诏时期的官家寺
庙建筑群，进一步揭示了南诏
寺庙布局特点和窑业生产状
况，属近年来南诏考古新发现。

考古项目负责人朱忠华介
绍，遗址发现有春秋战国、汉
晋、南诏、元明等不同时期遗
存，主体遗存为南诏时期，发现
建筑基址14座、夯土台基2处、
磉墩155座、石墙63道、踏道3
道、沟23道、砖瓦窑2座，出土
瓦片40余吨，瓦当、滴水、鸱吻、
有字瓦、陶器、釉陶器等8100
余件，支钉、垫片9200余件。

五指山遗址位于大理市
太和街道阳南村西，北距太和
城仅600米。朱忠华介绍，太
和城是南诏统一洱海区域后
建立的第一座都城（739年至
779年），为南诏早期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2020年1月至7月，云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大理
州文物管理所等对五指山遗

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6000
平方米。该遗址多处建筑基
址、塔基等分散布局，周边配
套有附属设施，构成一个寺庙
建筑群，揭示了南诏寺庙的布
局特点。从建筑结构及出土
遗物来看，该遗址为南诏都城
太和城的重要寺庙功能区。

其中，一号建筑大殿基址
上发现“官家舍利”有字瓦。
朱忠华说，“官家”应指南诏王
或南诏王室，出土的塔模、陶
瓶、小型釉陶瓦等遗物或与舍
利供奉有关。由此推断，一号
建筑或为供奉有南诏王室舍
利的官家寺庙，这是南诏王室
丧葬习俗的重要新发现。

据介绍，此次发掘还全面
揭露了多座完整的建筑基址，
这些建筑均由正殿、南北廊
道、门廊等组成独立院落。遗
址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南诏建筑
的结构样式和风格特色，构成
研究南诏唐代建筑的新资料。
此外，遗址东部还发现砖瓦窑，
出土了大量支钉、垫片、印模等
窑具及釉陶残次品，揭示了南
诏时期的窑业生产状况。

云南大理发现南诏时期
官家寺庙建筑群

新华社上海1月13日电
上海外国语大学与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12日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将基于各自优
势，共同开展中国共产党创建
历史的研究、教育和传播工作。

据悉，双方将合作打造
“中共建党历史多语种语料
库”，推进中国共产党建党初
期历史档案文献的梳理与翻
译，围绕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视
野与全球话语体系构建开展
专题研究。此外，还将充分运
用上海外国语大学现有29个
语种网站等对外传播渠道，多
语种讲好党的诞生地故事。

“从《共产党宣言》译介到
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外语在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奋斗历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将与上外在党史档
案文献译介和对外传播等方
面开展具体合作。”纪念馆副
馆长徐明表示。

上海外国语大学表示，学
校将把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作为专业
教学实践内容。同时，鼓励学
生在“红色历史学习、红色文
本译介、红色故事传播、红色
文旅融合”学习实践过程中充
分了解国情，并以中共一大会
址、龙华烈士陵园等一批上海
红色纪念地的国际传播为基
点，通过志愿服务、文旅结合
等方式，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
共产党的故事，服务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携手高校
向世界讲好建党故事

新华社郑州1月13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嵩山风景名胜
区管委会获悉，为保障游客朋
友的健康安全，1月13日起，
嵩山风景名胜区内少林寺常
住院、初祖庵、二祖庵、法王
寺、中岳庙等宗教场所暂停对
外开放。

据了解，因宗教场所关
闭，少林景区门票价格按五折
执行，待宗教场所恢复对外开
放后门票恢复原价。嵩山风
景名胜区内太室山、嵩阳书
院、嵩岳寺塔、卢崖瀑布、观星
台景点正常开放。

同日，为配合疫情防控要
求，“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

寺暂停对外开放，暂停集体宗
教活动。

河南省佛教协会日前印
发《关于做好元旦、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等安全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各级佛教协
会、各开放场所应提高认识，
强化责任，做好元旦、春节期
间的疫情防控工作。各场所
提前做好教务活动安排，原则
上不组织大型宗教活动，可分
时段、分批次开展活动。严格
落实预约、登记、测温、戴口
罩、定期消毒等疫情防控措
施，并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及
时调整防控措施和聚集性活
动安排。

河南少林寺、白马寺等
宗教场所暂停开放

他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管在什么职务
上，都要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用心去做，做细
做好做到位。他前后任过七八个职务，只要对
老百姓有益的事，他就使劲干。他在招远大力
发展苹果，在莱阳任市长期间引进台湾“王子
21世纪”与莱阳梨嫁接。2005年，他走上烟
台市农业局长的位子，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确定
工作重点，其中第一条就是抓果业。他邀请
国内外专家来烟研究论证，制定烟台苹果、大
樱桃发展规划，争取烟台市政府每年投资
1000万元，四年投资4000万元，用于全市的
苹果生产。他两次邀请外国果树专家来烟台
讲新技术、新成果，启发引导烟台苹果学习国
外先进经验，更新观念，走在世界前列。他深
入农村，深入果园，与果农面对面，心贴心地交
朋友，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正在这个时期，他
请束怀瑞院士来烟台指导苹果生产，在蓬莱市

三十里堡村碰上了一个敢想敢干的小
伙子，他就是李志良。李志良总结苹果

树管理经验，创新了一种新的修剪方法，把苹
果树修剪成“倒伞形”。这样修剪出来的苹果
树，没有中干是中空，有个大天窗。每个大枝
都有光区。阳光都能照透，自然生长，人路光
路都能通透。这与过去传统的修剪方法，主干
加三大主枝的伞形树，恰恰是一个相反的概
念。几十年来，伞形苹果树，都是在树枝的背
下结果，背上向阳处有枝条，就剪去。而倒伞
形却是让背上的生长枝结果，结在背上。倒伞
形还有一个好处，让苹果树保持年轻态。传统
的修剪方法，二三十年苹果树就老了，而倒伞
形修剪成的苹果树，可以不断辟出新枝一百年
不会老，照样结果如年轻树！因为这种修剪
法，可以充分利用光照，更新树势，使苹果长得
更大更好。虽然李志良现在有五个微信群，每
个群有500人，他经常在里面讲课，影响力远
远超过一般的技术人员，但传统的观念很难改
变。当时，束怀瑞看了以后也感觉好，但他却
对李志良说：“这个办法确实好，但是，你不能

因为你的办法好，就叫我修改教科书吧——多
少技术人吃的就是伞形树的饭啊。”这话让栾
福章记在心中，他就想，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
不能推广？怎样才能叫老百姓相信。那时候，
他们去看的李志良的虎山果园，满枝累累的大
个红苹果，一个枝一个枝向上生长，苹果都在
枝上像糖葫芦一样长着，一棵棵苹果树，苹果
红得就像一棵棵满树镶满红宝石的雕塑盆景；
连成一片的果园，远远看去就像一片红霞里盘
了几缕绿丝丝那样美，因为苹果的红，让叶子
脸上有光，因为光路和园中道路通畅，人们可
以随便走进果园，走到任何一棵苹果树下，抚
摸着红苹果那甜蜜的羞涩。邻近的郁闭果园，
高大的苹果树直刺蓝天，硕大的树冠，满身的
绿锦缎子，在阳光下密不透风，绿莹莹的美，却
不能让人走进去，只能爬进去，而且，一点红的
意思也没有。这些跟李志良果园树龄都是二
十多年的同期苹果，不结果，只长条子和叶子，
要修剪得先从树下爬进去，再架上梯子爬上
去……李志良的“倒伞形”好，可人们不服气，
他从小就在村里长大，吃了几碗有豆的干饭，
谁心里不知道？

凭什么跟他学？！市里、乡里、园艺场里，
哪里有一个承认李志良的技术的？！在传统的
果树技术序列里，人们对李志良的创新说得好
听一些，就是“技术好是好，就是推广不了。”
但栾福章就是认可李志良，认可“倒伞形”。怎
么让老百姓认可“倒伞形”，种出好苹果，赚大

钱，成了栾福章人生目标中的又一道难题……
时光和人事的游走，就像坐在特快列车上。栾
福章正打算让李志良出来当技术员的时候，命
运让他转到了市人大常委、农委主任的新岗
位。在这个岗位上，栾福章照样深入基层，调
查研究。在一些地方，他看到果农的苹果长得
不好，聊起来，他们都说不知道怎么种苹果。
什么样的品种好，怎么种，怎么剪等等，有的人
只知道栽上苹果施肥浇水，像种庄稼一样除
草，打药，再别的就不知道了。有一次，他在故
乡考察，有个小伙子来说：“栾局长，当年你领
着俺村种苹果，俺爹时常念叨念你，叨念你的
好——可是现在，种苹果都是新技术了，有些
事俺还是弄不明白。”栾福章知道他要请教自
己问题，就说：“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事？”小
伙子说：“我们现在种苹果，老一点的人照着老
办法，可我们年轻人上外面看看人家的苹果又
大又好卖大钱，俺的就不行。问人家，人家说
有新技术，俺就找专家的书看，可是看不懂。”

“你说个例子我听听。”栾福章感觉到这个小伙
子有思想、有追求，一定能说出点什么来。小
伙子见栾福章这么耐心听自己说事，很高兴，
感觉栾福章能给他解决问题，就说：“比如说
吧，专家说，‘生产100斤苹果，需要纯氨１斤、
纯磷６两、纯钾１斤’，栾局长，我真不会，纯得
东西怎么换算成碳酸氢铵、钾肥，就是换算出
来了，一棵树用多少还是没有数——谁知道这
棵苹果树长几百斤？再说了，我想叫它长几百

斤，它就能给我长几百斤？……”栾福
章听明白了，专家讲的，老百姓听不懂，
不明白，不会做。一个是好技术推不开，一个
是专家讲得不实用，两样加在一起，让栾福章
起了一个念头，他对独生女儿说：“退休后，我
要回招远老家种苹果。”女儿不愿意让老爸回
家出这份力，好言相劝。他说：“我种苹果，不
是为自己，是为咱烟台那些还不会种苹果的老
百姓……”

栾福章打电话给李志良，说：“小李啊，我
在招远这里种了八亩苹果，你过来给我当技术
员吧……”李志良说：“栾局长，你种苹果干什
么呀，我这里的苹果管你够吃。”“我想做个示
范，摸索出种好苹果的经验，推广给广大果农，
让他们知道怎么能种出好苹果来——我如果
自己不种，就没有发言权。”

栾福章把自己的目的明确地告诉李志良。
李志良知道老局长想的是大局，就说：“栾局长，你
信得过我，我知道，但是我不能专门给你当技术员，
很多地方需要我——这样吧，你先种吧，我按时过
来给你看看，怎么管理，我给你做个样子……”

时光像一条大河，转眼就流动了七个年
轮，忙碌与劳累，顺着流水一
路向前，两岸柳暗花明，远山
层层，逶迤绵延；近处，红红的
苹果压满枝头，风儿变得也高
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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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名称代表着一种文化
上的认同，中国足球文化就孕育在
这些名字中，而这些名字也为中国
足球文化设定了“初始值”。

体育产业专家、温州大学教授
易剑东说，足协“用心良苦”希望俱
乐部名称能与地方文化更有机结
合，并实现与体育内在精神实质的
融合。此外，也希望企业能创造性
地把企业文化与体育文化相结合，
以更“高级”的形式展示。

关键之道体育咨询公司创始人
张庆认为，俱乐部名称中性化过程
中，要有适当的引导，给予足够时间。

“给俱乐部一定时间酝酿中性
化名称，真正的‘百年俱乐部’就不会
由于投资方变化而名字变来变去，从
而有机会在文化建设上有更强的地
域归属感，在建立城市名片过程中
就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张庆说。

多位法律界人士认为，俱乐部
名称是一种无形资产。山东公孚
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加华认为，俱乐
部名字中性化之后，可以用球场冠
名、胸前广告冠名，不过短时间内
来看，这种无形资产与投资人的品
牌关联弱化后，投资人的积极性可
能会受到影响。

上海市律师协会体育业务研究
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锦天城律师
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建军说，从法
律及商业角度考虑，俱乐部名称属
于职业足球俱乐部的无形资产。因
此，“强制更名”或有扭曲市场之虞。

“更名后对股东的投资热情肯
定会有所打击。目前大多数投资
人还是抱有投机心态，中性名称直
接挤压了投机空间。”前鲁能俱乐
部管理层徐兴君说。

专家认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少俱乐部的投资人面临较大经
营压力，为了保护投资者的积极
性，帮助职业足球市场在寒冬中实
现“软着陆”，建议主管机构在审核
更名时，在刚性的要求之外，适当
留一些时间和空间，给俱乐部一个

“缓冲期”。
业内认为，更名后短期内，俱

乐部对现有股东营销价值会有所
削弱。但长期来看，名称中性化之
后的俱乐部“排他性”减弱，“包容
性”增强，更有利于多渠道立体开发
营销资源，重构经营模式势在必行。

张庆说，原来俱乐部的商业模
式是“B2B”，中性化之后“转移支
付”很难维系，俱乐部将静下心来
培养球迷组织、球迷文化，与球迷
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我们在体育文化产品供给上
还有很大空间，C端的消费土壤需
要持续耕耘，也有赖于联盟顶层设
计，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还有很广
阔的空间。”他说。

新华社广州1月13日电

俱乐部更名到底改变了什么？

足球界大都认同，对于山东鲁
能来说，“泰山”是更名的首选。

泰山被誉为“五岳独尊”，是山
东的重要标志。鲁能全队经常以
登泰山的形式表达勇攀高峰的决
心。在其主场看台上，也有“信仰
唯泰山”的条幅。

以“泰山”为名，对鲁能也是一
种回归——1993年，山东泰山足
球俱乐部成立，此后几次更换东
家，“泰山”二字始终没有消失，很
多老球迷一直称球队为“泰山队”。

因此，保住“泰山”对山东足球
和中国足球来说都是幸事。鲁能

俱乐部新股东济南文旅的快速果
断反应，也彰显了其格局与情怀。

然而，并非所有俱乐部的更名
都像“泰山”一样获得认可。

此前河南建业拟更名为“洛阳龙
门”引发争议，俱乐部决定撤回重新申
报；上海上港更名“上海海港”也被不
少人吐槽“改了好像跟没改一样”。

对于俱乐部来说，找到一个代
表地域文化、彰显特色的名号似乎并
非难事，但能被各界广泛认同却着实

不易。特别是对一些老牌俱乐部来
说，原来的名号几乎已经刻在了俱乐
部的骨子里，例如“国安”“建业”等名
称，原本是企业名，经过时间沉淀，早
已变成俱乐部本身的文化符号。

面对这样的情况，主管机构一
方面要维护规则的统一和公平，另
一方面又要考虑文化的延续和球
迷的感情，未免陷入两难。

这正是“泰山”如此稀缺的原
因之一。

“泰山”为何如此稀缺？

13日，山东鲁能俱乐部发布
公告称，经中国足协审核，“山东泰
山足球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关于各级职业联赛实行俱乐部名

称非企业化变更的通知》要求，同
意使用，给这场一波三折的“泰山
保卫战”画上句号。

此前，山东鲁能拟更名为“山

东泰山”。11日，山东鲁能发布公
告称，因相关原因，俱乐部首次提
交的中性名更名未能通过中国足
协审核。

据了解，公告中提到的“相关
原因”，即鲁能俱乐部新股东济南
文旅持有“山东泰山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的股份，不符合中国足协对

于各级联赛俱乐部名称非企业化
的要求。

正当不少人为山东鲁能无法
使用“泰山”的名字而感到遗憾时，
一天之后峰回路转：“山东泰山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济南文旅体
育发展有限公司”，鲁能俱乐部随即
再次申报，并获得足协通过。

“泰山保卫战”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