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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20日下午，“黑哨”周伟新在丹东中级
人民法院受审。法庭上，公诉机关指控周伟
新多次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收受张曙光
等人贿款49万元、8次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身
份向黄俊杰等人行贿25万，共涉案74万元。

周伟新案件的审理从20日下午1时30
分持续到4时34分，只有包括当地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等7人旁听了整个庭审过
程，周伟新的家人并没有到场。

旁听了庭审全过程的丹东市政协常委
程国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顾了整个审
理的过程。据程国顺介绍，周伟新走进法庭
的时候，带着一种像孩子般犯错误的羞赧
和惭愧，整个庭审过程，周伟新精神状态非
常好，表情轻松。

公诉机关指控，周伟新在担任中国足
球裁判、执法中国足球联赛期间，以非国家
工作人员身份受贿49万元，以非国家工作
人员身份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5万。公
诉机关列举的涉案事实包括：2001年，周伟
新收受浙江绿城俱乐部3万元，在一场比
赛中照顾绿城俱乐部；2003年在北京收受
原辽宁足球俱乐部总经理张曙光10万元，
后者让周伟新在今后的比赛中多关照辽足
等。行贿的犯罪事实有：2001年周伟新通过
黄俊杰打探某场比赛的内幕，通过赌球赢
了20万，事后给了黄俊杰10万；通过充当中
间人，向黄俊杰行贿，为长沙金德足球俱乐
部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公诉机关列举的周
伟新犯罪事实涉案俱乐部包括天津泰达、
长沙金德、浙江绿城、辽足等。

周伟新1998年开始执法中国足球顶
级联赛。2000年，当时并不显山露水且十分
年轻的周伟新执法了许多场重要的甲A联
赛，次年就晋升为国际级裁判。2004年，他
引发了一起轰动中国足坛的大事。在当年
10月2日首届中超第14轮的比赛中，北京
国安客场挑战沈阳金德，周伟新第79分钟
的点球判罚引起北京队将士极度不满，最
终爆发了中国职业联赛历史上的第一起罢
赛事件。

据熟悉周伟新的朋友介绍，周伟新平
时为人比较低调，而且非常讲义气，“他之
所以沦落至此，与他平时做事顾及朋友面
子，讲究江湖义气有很大的关系。”周伟新
的家境比较殷实，事发之前，他在一所学校
任教，此外，他还经营着一家体育用品店。
早在1998年，周伟新的妻子和儿子就已经
移民加拿大。周伟新事发后，很多朋友都很
为他感到惋惜：“他一点儿都不缺钱，怎么
会选择这样一条路呢？”

本报记者 胡建明
（丹东12月20日电）

对于公诉机关的控诉，周伟新多数认
罪，态度诚恳，但也提出了自己的三条辩
解，希望法院能凭此对他进行轻判。

周伟新提出的三条辩解内容主要包
括：一、浙江绿城俱乐部送的3万元，自己
已经上交给原中国足协裁委会主任李冬
生；二、张曙光送的10万，属于朋友之间
的交情，自己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辽宁
足球俱乐部谋取不正当利益；三、给黄俊
杰的10万元，也是出于朋友之间的交情，
自己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干扰、改变、操
控比赛的结果。周伟新还提出，自己是初
犯，希望法庭能给予轻判。

周伟新提出的第一条辩解，法庭没有
采信。法庭认为，侦查阶段，周伟新已经供
认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送的3万元已经
被自己花掉，现在才提出是交给了李冬
生，为时已晚。而且就算是交给了李冬生，
周伟新的受贿行为也已经完成，构成了犯
罪行为。

周伟新的代理律师邓虹在庭上为周
伟新也做了轻判辩护。她表示，公诉机关
指控周伟新受贿的行为发生在2001年至
2005年之间，那个时候还没有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的罪名，因此，非国家工作
人员受贿罪不应予以定罪。邓律师还表
示，周伟新是赌球，而非吹“黑哨”操纵比
赛。到案后，周伟新供认了自己利用裁判
职务的便利，操纵、改变、干扰比赛等事
实，有明显的自首情节，应该予以三年以
下轻判。

据在现场旁听的程国顺介绍，周伟新
的代理律师虽然表述不是很利索，但观点
切入非常精准。而公诉方思维非常敏捷。
程国顺说，在庭审现场，控辩双方辩论得
比较激烈，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刑法修正案
颁发之前的法律，即2001年到2005年之
间的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
行为。

至于最终结果如何，法庭将择日宣判。
本报记者 胡建明
（丹东12月20日电）

开审“黑哨”震动丹东

距离开庭还有一个多小时，
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就陆
续奔赴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大家赶到现场，被眼前的景象吓
了一大跳。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位于沿
江街和三纬路的交会处，其正门
位于沿江街，而法庭入口则位于
三纬路东端入口处。等到记者赶
到时，当地的警察和武警除了在
法院正门设置了警戒岗哨之外，
还分别在三纬路东口和中段设置
了警戒路障，并且还在法庭入口
处拉上了警戒线。这一段特殊路
段除了行人和法院车辆可以自由
出入外，其他机动车辆一律不准
入内。20日当天，丹东当地的最低
气温有零下十几摄氏度，但是舆
论对于“黑哨”案的关注热度始终
不减。

由于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第
四审判庭只能容纳20人旁听，除
了个别中央媒体获准进去旁听
外，其他大部分媒体只能留在法
庭外守候。看着各路记者扛着“长
枪短炮”忙得不亦乐乎，一些不了
解情况的丹东市民很是好奇，有

一位老人一边走一边询问记者：
“这里这么热闹，你们这是在拍电
影吗？”

黄俊杰周伟新神秘出庭

就在所有人都把目光紧盯在
法庭入口处时，两辆押解黄俊杰
和周伟新的警车一前一后呼啸而
来，等到记者们反应过来，这两辆
警车已经快速驶入法院的车库，
现场的记者们只能对车尾一顿狂
拍。此时的时间为8时04分。

从此之后，现场的摄影记者
们都把镜头对准了这两辆警车，
试图能拍到黄俊杰和周伟新从警
车上走下来的镜头，可惜，这两辆
车停稳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动
静。

不一会儿，一辆救护车进
入了法院停车场。这马上在现
场引起了热议：“黄俊杰可能真
的是带病出庭。”之前，曾经有
消息说，入狱后，郁闷过度的黄
俊杰患上了癌症，他的健康状
况每况愈下。

8时25分，持有旁听证的旁
听人员开始陆续进入法庭，两分
钟后，一位身着北京国安队棉服
的中年人来到法庭入口，执勤的

工作人员在检查他的旁听证时，
不经意间说出了“黄俊峰”(音)这
三个字，原来他就是黄俊杰的弟
弟，摄影记者对着这位中年人又
是一阵狂拍。

距离开庭还有十分钟的时
间，黄俊杰的两位辩护律师匆匆
抵达。按照规定，法院对黄俊杰的
审判在上午9时正式开始，时间一
分一秒地过去，等着追拍黄俊杰
的记者们还是一无所获，到了 9
时，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审判
已经开始了，你们别等了。”众目
睽睽之下，黄俊杰悄无声息地被
带上了审判庭。

公诉人亮出新证据

上午9时，审判正式开始。据
了解，黄俊杰在公诉人员宣读起
诉书以及出示和宣读证据时，他
一直都表现得很平静，而且整个
人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此前公诉方曾向法院提出了
很多证据，黄俊杰和他的代理律
师对此都有准备，代理律师甚至
准备为黄俊杰做无罪辩护。然而
开庭后，公诉人突然向法庭递交
了更多的证据，牵扯的比赛较之
前大幅度增加，远远超出了此前

大家获悉的情况。这一点让辩方
始料不及，黄俊杰的情绪也随之
出现了波动。

11时37分，有旁听人员陆续
从审判庭走出。11时40分，黄俊
杰的弟弟快步走出法庭，面对记
者们的围追堵截，黄俊杰的弟弟
始终不愿意开口。只是在谈到黄
俊杰的病情时，他弟弟才停下了
脚步：“他根本就没有病，关于他
生病的事情都是谣传。”在找到一
家小超市买了一瓶可乐和一瓶矿
泉水之后，黄俊杰的弟弟又飞速
回到了审判庭继续旁听。

11时56分，黄俊杰的辩护律
师刘炜也走出了审判庭。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关于黄俊杰
患血癌的说法完全是谣传。刘炜
介绍说，他们目前争取为黄俊杰
做无罪辩护，但他拒绝透露黄俊
杰的庭审细节。刘炜说，自己不肯
透露细节也是希望媒体报道能与
司法隔离，避免公众舆论影响司
法判决。

据刘炜介绍，黄俊杰承认检
方呈交法庭的事实，但认为在某
些事实上并不构成犯罪。法院将
择期宣判庭审黄俊杰的最终结
果。

（丹东12月20日电）

庭审的过程中，黄俊杰又哭
了。大家都知道，黄俊杰这个人只
要嘴里含着哨子，他就是一个强
硬无比的人，谁也不会想到，穿上
囚服的他会变得如此软弱无助。

在19日的庭审过程中，起初
黄俊杰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冷静，
理智。该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的
思路也非常清晰。当庭审法官问
到“黄俊杰，大家都知道你的出身
比较贫寒，你为什么会在已经过
上了好日子的时候选择了另外一
种生活呢”之后，令人没有想到的
是，黄俊杰当庭哽咽流泪。

早年黄俊杰是上海杨浦区上
海冶炼厂的一名工人。上世纪80年
代在出国潮中，他去日本打工，后
来因为肝炎回国。此后，在上海市
足协裁委会有关人士的帮助下，他

走上了做足球裁判的路子。黄俊杰
从事裁判工作已有24年，并于1998

年晋升为国际级裁判，因为业务能
力突出，他逐渐成为了中国最有名
的足球裁判之一。

在绿茵场上，黄俊杰是非常
有名的“铁面判官”，比赛中，他绝
对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的执法。
如果有球员和教练对他不敬，他
甚至会当面指责对方。在一次比
赛中，他就曾经与时任广药队主
教练沈祥福对骂起来。据队员们
介绍，赛场上，黄俊杰的口头禅就
是“你他妈的算老几？”

或许正是因为他这种飞扬跋
扈的作风，让他的胆子变得越来越
大。在19日的庭审中，公诉人提交
的证据主要集中在2005年-2009年
期间，黄俊杰先后20次收受长春亚

泰、河南建业、江苏舜天、北京宏
登、长沙金德和重庆力帆队6家俱
乐部的贿赂，加上其他比赛周伟新

“联系”的贿赂，黄俊杰受贿总金额
为148万元人民币和10万港币。

在2005年至2009年期间，黄
俊杰从长春亚泰俱乐部多次收受
贿赂，亚泰在某些比赛前要求照
顾，一旦他执法的场次亚泰队获胜
或者打平，他可以收到“红包”，平
一场5万元，胜一场5万至10万元。
其中，亚泰队7胜3平，一共给了黄
俊杰人民币64万元。

除此之外，黄俊杰还收受了重
庆力帆等队的贿赂，2009年重庆力
帆降级的那个赛季，黄俊杰执法的
力帆主场对大连实德、广州药业和
客场对成都谢菲联的三场比赛，力
帆都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一共收

到了力帆的贿赂30万元人民币，不
过因为力帆降级，他不大情愿收，
后两场比赛的20万元人民币，他只
收了其中的10万元。此外，他还收
到了江苏舜天俱乐部的35万元和
北京宏登的1万元贿赂。

在一些人看来，黄俊杰是一
位“非常够朋友”的“合作者”。像
与他同一天受审的周伟新就非常
认黄俊杰这位好朋友。在周伟新
的联系下，黄俊杰先后在曼联与
深圳队的比赛、长沙金德与长春
亚泰队的比赛以及上海申花与澳
大利亚悉尼FC队的友谊赛中用
口中的哨左右比赛，并从中获利
10万元港币和13万元人民币。

正是在情谊和金钱的双重驱
使下，黄俊杰才慢慢走上了犯罪
之路。 （丹东12月20日电）

周伟新三辩乞求轻判

既送礼又收礼

周伟新是个“中间人”

向黑哨 亮红牌
丹东开庭审“黑哨”，黄俊杰周伟新受审
本报记者 胡建明

生于苦难 败于贪婪
想起当年，黄俊杰当庭哽咽流泪
本报记者 胡建明

20日，与“黑哨”有关的

案件在丹东市人民法院开

审，曾一直得到中国足协重

用的黄俊杰于上午9时正式

到庭受审。

黄俊杰被指控在执法期

间，先后20次收受长春亚泰、

河南建业、江苏舜天、北京宏

登、长沙金德、重庆力帆6家俱

乐部的贿赂，同时他还接受过

另一位裁判员周伟新的贿赂，

涉案金额达到 148万元人民

币、10万元港币。周伟新于当

日下午出庭受审，他被指控受

贿49万元，行贿25万元。

黄俊杰（左）、周伟新携手犯案，最终也同天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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