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俊出狱 一切还是熟悉的味道
昔日第一“金哨”入狱四年半，中超裁判并没有变得更好

□将来

陆俊生活不会困窘

2009 年中国足坛反赌扫黑席卷之
时，众多足协官员、裁判员被带走。足坛反
赌扫黑风暴中有几十名足协官员、裁判员等
被判入狱，此前也有“黑哨”周伟新、足协官
员范广鸣刑满释放，但外界关注度较低。不
过，昔日“金哨”陆俊刑满释放还是引发了整
个中国足坛的关注，用一位老裁判专家所讲

“陆俊执法过奥运会、世界杯，他在中国裁
判界的成绩前无古人，至今从未被超越”，
这也不难理解外界对其关注原因。

截至目前，没有相关信息显示，陆俊
出狱后想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有公开信
息表明，陆俊早已开始经商，与友人开了
公司，有一定的积累，他会比一般人过得
好。也有媒体报道，陆俊曾表示“自己的家
人都有工作，出来后还可以帮着孩子的公
司做些事情。”

□其人

对陆俊评价褒贬不一

从“金哨”沦落为阶下囚的“黑哨”，陆
俊始终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公众人物。多数
人认为陆俊在性格上颇为强势，但业务上
颇为努力。

陆俊今年 55 岁，他 19 岁开始足球裁
判生涯，1991 年(32 岁)成为国际级裁判
员，在中国顶级足球赛事中担任主裁场次
超过 200 场，并当选为甲 A 联赛 10 年最
佳裁判，两度当选亚足联颁发的年度最佳
裁判，是中国足坛首位在世界杯和奥运会
决赛阶段执法的裁判，2005 年初挂哨。

昨天，记者也采访了多名昔日与陆俊
相熟悉的裁判员。一位中国足协资深裁判员
表示，陆俊确实有些时候表现得颇为霸道、
强势，“在裁判界，他有些说一不二的架势，
裁判界的一些事情都要知会他，在业务探讨
方面，也基本上他说什么是什么。”最为外界
所熟知的是在一次裁判会议上公开辱骂另
一位知名“金哨”孙葆洁，也有俱乐部人员
指出，陆俊“胆子大，敢收钱。”

□声音

友人：盼给其正常人生活

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一位陆俊
的昔日朋友认为，“陆俊犯了错误，
他现在已经在监狱里服刑了，希
望外界还是给他一个重新做
人或者说正常人的生活
待遇。”

与陆俊家人相熟的相关人士还告诉
记者，“在丹东受审的时候，我们去看了陆
俊。陆俊当时表现得很坚强，人都到那个份
上了，依旧很坚定。我觉得要是我，可能完全
崩溃了，可能会像黄俊杰一样痛哭流涕。我
觉得他是对自己需要遭受的惩罚有正确的
认知，也很有决心去改造，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能获得 6 次表扬、被减刑的一大原因。”

□回顾

一审判刑五年六个月

作为中国足坛昔日“金哨”的陆俊在
2010 年 3 月被警方带走。2011 年 3 月 30

日，陆俊被曝在 2003 年中国足球甲级 A

组联赛中收受 35 万贿金，帮助申花赢得
冠军。2011 年 12 月，陆俊案开庭，陆俊在
庭上供认其接受了 81 万元的受贿。

2012 年 2 月 16 日，辽宁省丹东市中
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陆俊犯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零
6 个月，追缴贿金 78 万元，并处没收财产
10 万元，刑期自 2010 年 3 月 3 日批捕之
日算起，至 2015 年 9 月 2 日止。

获六次表扬减刑一年

被判入狱后，陆俊先后在辽宁和河北
三所监狱服刑，最后被分派在司法部所辖
的燕城监狱服刑。按相关规定，罪犯在服
刑改造期间表现良好并获得相应奖励后，
刑罚执行机关可提请法院减刑。

今年 7 月 2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在燕城监狱对陆俊减刑案进行公开
开庭。庭审中，燕城监狱作为执行机关向
法院提出，罪犯陆俊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悔
罪，遵守监规纪律，先后获得 5 次表扬
和 1 次单项表扬，确有悔改表现，建
议减刑 1 年。法院当庭作出对陆
俊减去 1 年有期徒刑的裁
定。这也就意味着，被判
处有期徒刑 5 年 6 个
月的陆俊实际服
刑时间为 4 年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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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四年半时间，中国足球的裁
判圈早已物是人非，除了众所周知的
陆俊、黄俊杰、周伟新等知名裁判锒铛
入狱，一大批同时期的裁判，或因为年
龄原因，或因为对足球环境的失望，或
纯粹是希望“避嫌”，都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退居二线，有的裁判员甚至离开
了足球圈。

在陆俊担任主裁判期间，经常和
陆俊一起执法的助理裁判是刘铁军、
苏继革两位同来自北京的裁判，许多
重大商业比赛和国际比赛，都是由这
三人组成裁判组进行执法。如今，刘铁
军已经是亚足联高级裁判讲师，同时
也是中国足协裁委会的核心业务骨
干，负责裁判员的评议工作。与此同
时，另外一名助理裁判苏继革则成为
了裁判监督，很多中超中甲比赛，他都
会低调出现在比赛现场，记录和考察
裁判员临场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裁判监督
队伍中，不乏过去曾经叱咤风云的甲
A 和中超裁判员，和陆俊同一时期的
孙葆洁、张宝华、吴东明、胡泉昌、于铎
等人都已经成为裁判监督，即便是年
龄稍小的陶然成、张雷、龚建亭也已经
退居二线，成为联赛中活跃的裁判监
督。只是在裁判圈内，私下里早已经没
有人再谈论过去的风波，所有人都选
择删除过去那一段在江湖中身不由己
的记忆。

而在北京足球圈内，陆俊当年的
搭档白桦已经成为市足协负责竞赛的
工作人员；他在裁判界的好友，曾经在
1999年足协杯惹得王健林退出足坛的
于元聪也早已经挂哨，目前只是偶尔
在市里的比赛中出来做做裁判长；而
当年在北京市内负责裁判员选派的市
足协秘书长张希岗则早已退休。只有
陆俊曾经的师傅，早期的国际级裁判
崔宝印老先生每周在北京台的节目中
点评一下联赛中裁判员执法的表现，
但这位老前辈的观点在网络上却又经
常引发争议……

在过去的四年半中，活跃在联赛
中的裁判早已换了一茬，陆俊出狱后
如果有机会观看联赛，想必他能够认
识的人已经不多。参加了当年那场上
海德比的球员中，如今仅有孙祥、王赟
和于涛三人仍然活跃在联赛赛场上。
在那场比赛中被陆俊红牌罚下的上海
国际球员沈晗，现在已经成为了上海

幸运星 U17 队的教练。迄今为止，
沈晗仍然对他职业生涯中那唯

一一张红牌耿耿于怀，在陆俊
入狱之前，他甚至一直不相

信“金哨”会有这样的作
为。 小新

陆俊如果看联赛
认识的人已不多了

本报讯 北京时间 9 月 2 日，昔日中
国足坛第一“金哨”，曾经执法 2002 年韩
日世界杯的陆俊结束了为期四年半的狱
中生活，重获自由。据监狱工作人员向记
者证实，陆俊已经于2日晨七点多被家人
接走，重新恢复自由。

2日晨7点26分，一辆白色奔驰越野从
燕城监狱驶出，疑似陆俊的家人。从摄影
记者拍摄的图片看，驾驶者相貌酷似陆
俊，疑似是其儿子，而坐在副驾驶的则像
是陆俊的妻子。据监狱工作人员向现场记
者证实，陆俊已经于2日晨7点多办理完各
种手续，从监狱离开。

2日，足协纪律委员会相关律师谈到
此事时强调：“陆俊出狱后将终身不得从
事与足球有关的工作，若从事了，他将被
追罚”，这也意味着陆俊将彻底与足球工
作告别。对此，足球界一位元老指出：“必
须像娱乐圈禁毒一样成为警示，尤其是对
当前裁判员队伍也是警示。”不过，也有与
陆俊相熟的裁判员认为，“陆俊已为其所
犯错误承担了相应法律责任，外界应给予

其做普通人的机会。”
自 2010 年 3 月 3 日至 2014 年 9 月 2

日，在陆俊失去自由的 1644 天中，中国足
球依旧生存在一片喧嚣和混乱之中。或许
是诸多老裁判隐退之后裁判界的青黄不
接，抑或是过去受“黑哨”影响太深，在过
去的四年半中，关于中国裁判的质疑声从
未停止。

如今的联赛中，球员对于裁判的质疑
已经由突发情况下的抗议变为了“常态
化”的施压。在上周末刚刚结束的联赛中，
先后有中乙和中甲的两支队伍因为不满
裁判判罚短暂退赛，而中超比赛中围攻裁
判，甚至和裁判发生身体接触的现象每场
都在发生。

看着年轻裁判在赛场上的一次次不
知所措，甚至是失去对比赛场面的控制，
甚至有人还怀念起过去那个金哨、黑哨一
起横行的年代来。在过去的四年半时间
里，中超赛场上的执法水平没有因为“金
哨”的入狱而变得更好，尽管这个圈子发
生了不少故事和变化……

疑似陆俊妻儿驾车前来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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