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A9國際新聞責任編輯：張佳晴
美術編輯：譚志賢

岩士唐小傳
出生

家庭狀況

職業生涯

健康問題

其他獎項

（美聯社）

1971年9月18日，美國得州普萊諾
與前妻克莉絲汀育有3名子女；2003年離婚；與女友安娜育有兩
名子女
1999年至2005年7次奪得環法單車賽冠軍
2005年退役
2009年復出，奪得該屆環法單車賽季軍，隊友干達度則奪
得這項比賽的冠軍
2011年再度退役
2012年8月23日，美國反興奮劑機構宣布將剝奪岩士唐7
屆環法單車賽冠軍頭銜，並終身禁止他參加職業單車賽事
1996年，岩士唐被診斷出患有第3期睾丸癌。腫瘤已擴散
至他的腹部、肺部和淋巴結。雖然他開始積極接受化療，
但在腦部發現更多腫瘤。經切除腦部腫瘤及接受更多化療
之後，他於1997年宣布抗癌成功。他又推出 「Livestrong
」 黃色手鐲為研究癌症籌募經費。
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美聯社年度最佳男
運動員
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ESPN電視台的
ESPY最佳男運動員
2003年：英國廣播公司年度（海外）體壇風雲人物

岩士唐興奮劑事件回顧
2005 年 8 月 23 日，法國《隊報》

披露，法國國家反興奮劑實驗室已經
查出，岩士唐在 1999 年首次奪得環法
單車賽冠軍時的尿樣中含有違禁藥物
EPO，他在六個賽段中都使用了違禁
藥物。岩士唐極力否認並認為自己受
到政治迫害。

2006 年 6 月，受命調查 「岩士唐
99 年環法大賽尿樣事件」的荷蘭律師
埃米爾─維里伊曼公布了調查結果，
他認為岩士唐在 1999 年沒有使用興奮
劑。

2010 年 7 月，曾經深陷興奮劑醜
聞的單車手蘭迪斯，聲稱自己曾目睹
過前隊友岩士唐使用違禁藥品，其中
甚至包括血液興奮劑、睾丸激素等。
此事導致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
）展開調查。

2011 年，岩士唐的前隊友泰勒．
漢密爾頓也爆料，稱自己在 1999 年曾
經親眼見到岩士唐注射 EPO。隨後岩
士唐回應， 「我20多年的自行車生涯
，全球接受過 500 多次賽內和賽外興

奮劑檢測，檢測都證明我的清白。」
2012年6月12日，USADA宣布，

對岩士唐以及他此前所在車隊的另外5
人提出服用違禁藥品的指控。22 日，
岩士唐的律師要求反興奮劑審查委員
會中止 USADA 的指控。29 日，該委
員會一致通過對岩士唐的訴訟，後者
必須在仲裁聽證會上為自己辯駁。

7月9日，岩士唐提出聯邦訴訟要
求USADA中止指控，很快被駁回。10
日，岩士唐的 3 位前隊友、隊醫加西
亞、諮詢醫師費拉里和訓練師馬爾蒂
，皆因興奮劑醜聞被終身禁賽。岩士
唐繼續向聯邦法庭提請訴訟。

8 月 5 日，國際自行車聯盟（UCI
）宣布停止與USADA的爭論，岩士唐
一案將由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解決。20
日，岩士唐要求USADA停止指控的訴
訟再被聯邦法庭駁回。23 日，岩士唐
宣布他將不再與USADA糾纏，後者很
快宣布將剝奪岩士唐自 1998 年 8 月 1
日以後取得的所有比賽成績。

（《華爾街日報》）

每個人的生命中，總有一個時刻，他們必須說： 「受夠
了。」對我來說，那個時刻就是現在。自1999年開始，我就
一直在處理關於別人指責我用不公平手段奪得七次環法冠軍
的事情。在過去的三年時間裡，我還不得不接受兩年的聯邦
刑事調查，以及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主席泰加對我
的非法迫害。這嚴重傷害了我的家庭，我的事業和我在基金
會的工作，基於上述原因，我決定結束這一切無任何意義的
糾纏。

……
從一開始，USADA調查的目的就是追查真相，而是不惜

一切代價，剝奪我所得到的所有榮譽。我是一名退役的單車
手，然而USADA還是把指控擴大到了17年前，無視他們的8
年權限。就像國際單車聯合會和美國單車聯合會這些權威組
織聲明的那樣，USADA甚至沒有調查這些事情的權力。

……
我給自己設置的底線就是，一定要遵守國際單車聯合會

、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反興奮劑機構所設立的各項規則。而
在USADA看來，運動員即使A、B瓶尿樣沒有任何一瓶尿檢
呈陽性，仍被要求參與陽性檢查並被判定有罪，這已經成為
對整個興奮劑檢測系統的曲解和濫用。他們的理論是，任何
妒忌你成就的前隊友都可以出於個人怨恨等目的要求美國反

興奮劑局重翻舊帳，而一些確實違規了的自行車選手則有機
會完成一些私下交易。

……
美國反興奮劑機構不能代表國際職業體育發表聲明，他

們也無權取消我七次環法冠軍的頭銜。我知道誰贏得了這七
個冠軍，我的隊友們也都知道誰贏得了這七個冠軍，我
的每個對手也都知道誰贏得了這七個冠軍。

（美聯社、鳳凰網）

近年來，體育迷真是備受考驗。
去年我們獲悉， 「老虎」活士並不是媒體所描述的居

家好男人。現在，按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的說法
，車王岩士唐的七屆環法單車賽冠軍銜頭將被剝奪，因為
他以不公平方式贏得獎項。在體育偶像令人失望時，我們
應該學會保持心平氣和，作出恰當評判。但這說起來容易
，做起來很難。

評判岩士唐，要比評判任何其他運動員更複雜。確實
，我們都知道他在單車領域無人可敵，但他的成就並非盡
於此，而在於他改善了多少人的生活，救了多少人的生命
。評判岩士唐時，我們不能不看看這個數字：他在過去15
年內籌集了近5億美元善款，用來防癌治癌。而這還不是岩
士唐最大的貢獻。

很多運動員都喜歡在醫院亮相，謀殺新聞攝影師的菲
林，但岩士唐則常常花時間與病人單獨相處。如果不能親
自到場，他還會用錄像和寄電郵為病人打氣，即使病人僅
剩下數小時生命可活。

雖然他最大的贊助商耐克公司說，該公司將繼續支持
他 和 他 的 基 金 會 。 但 事 情 會 慢 慢 起 變 化 。 譬 如 說 ，

「Livestrong」黃色橡
膠腕帶的銷量可能降
低，基金會收到的捐
款數目，也將慢慢減
少。但岩士唐不會失
去那些因受他鼓勵而
活得更堅強的人。當
他們脫盡頭髮時，他
鼓勵他們繼續打病魔
作鬥爭。當化療蹂躪
他們的身體時，他鼓
勵他們永不放棄。他
不會失去那些相信他
並最終戰勝死亡的人。

然而，要正確看待岩士唐，要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得多
。要在多大程度上，善事才算戰勝壞事？善事能否補倘壞
事？壞事是否會妨礙他的體育成就或慈善成就？在當今這
個日新月異、以140個字的微博來表達的世界，這類問題是
不能在一次談話中回答的。 （美國ESPN網站24日報道）

岩士唐聲明節選

是非功過 一言難盡

岩士唐遭奪岩士唐遭奪
車壇神話破滅車壇神話破滅

不堪指控纏擾 放棄禁藥申辯

冠冠77
41 歲的車神岩士唐，1992 年開始職業單車手生涯，

1996年被診斷出患有睾丸癌後，他以驚人的毅力抗癌成功
重返車壇，並完成代表單車賽最高水平的環法自行車賽
「七冠王」的偉業。

聲稱遭 「非法迫害」
「每一個人都會在自己一生中的一個時刻說 『夠了！

』，而我現在正在這樣的時候。」已於去年2月退役的岩士
唐在其個人網站上刊登的聲明說，他還控訴UASDA對他進
行 「非法的迫害」。岩士唐通知USADA，他不會就該機構
今年6月對他提出的指控進行抗辯。

岩士唐表示，1999至2005年期間，他已經接受過數百
次的藥物測試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他還曾向美國聯邦法庭
提交反對USADA調查的訴狀，但該法院以不便干預為由駁
回了反訴。岩士唐的律師赫爾曼和羅斯金周四在致信
USADA時說道，岩士唐的決定並不表示他認為該機構的指
控有任何合理的地方，也不表示他害怕一場公正的訴訟將
帶來怎樣的後果。

面臨終身禁賽
USADA將岩士唐的不抗辯的決定視為認罪，在這位抗

癌英雄的身上貼上使用禁藥的標籤。該機構的負責人泰加
隨後表示，將剝奪岩士唐在1998年8月1日之後取得的全部
成績，並將終身禁止其參加奧運會和其他精英級體育賽事
。泰加還稱這是單車運動 「傷心的一天」，他還表示 「不

惜一切代價取勝」的觀念需要改變。泰加稱，目前岩士唐
並沒有正式接受處罰，不過國際單車聯盟（UCI）將會承
認並同意這項處罰。

USADA堅持，從1996年開始，岩士唐已經開始使用了
促紅細胞生成素（EPO）或者睾丸激素，甚至還使用了輸
血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比賽成績，並稱岩士唐的10名前隊
友已經準備好出庭作證。

岩士唐在聲明中沒有承認自己服用違禁藥品，數月來
，他一直說該機構對自己不公。他此前接受《華爾街日報
》採訪時說， 「對於我10年前做過什麼、沒做過什麼，他
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他們不按規則行事。」

可上訴但無先例
USADA屬於非營利組織，負責調查運動員的興奮劑問

題，但無權提起刑事指控。不過，該組織可因興奮劑問題
對運動員實施制裁，如剝奪其冠軍頭銜和實施禁賽等。世
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主席費伊24日表示， 「USADA
如今可以對岩士唐進行處罰，WADA也會支持處罰。」

據悉，UCI 可以針對相關制裁提出上訴，不過此前
UCI從未對USADA宣布的制裁提出過上訴。UCI也可以拒
絕承認制裁，但這也沒有先例。UCI周五稱，希望USADA
解釋說明，為何要剝奪岩士唐的所有獎項。如果UCI確認
，岩士唐所有環法的冠軍頭銜將被剝奪，那國際單車賽史
上將出現最尷尬的一幕。因為在岩士唐獲得冠軍的歷屆賽
事上，多位名次緊隨其後的車手也都深陷禁藥醜聞。

▲岩士唐網站23日登出長篇聲明 互聯網

▶2005年7
月 24 日 ，
岩士唐第
7 次獲得
環法單車
賽冠軍

法新社

▲岩士唐1996年被診斷出患有睾
丸癌，後抗癌成功 資料圖片

▶ 1999 年 7 月
11 日，美國單
車手岩士唐在
第 86屆環法單
車賽上

法新社

◀ 2005 年，岩士唐
在法國巴黎的香榭麗
舍大道上展示該屆環
法單車賽冠軍獎杯

法新社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及美國《華爾街郵報》24日報道：美國單車名將岩士
唐23日發表長篇聲明，拒絕就美國反興奮劑機構（USADA）有關他使用違禁藥品的指控進
行抗辯，原因是他對於多年來該機構的各種指控感到厭煩。USADA隨後宣布，將剝奪岩士
唐在環法單車上獲得的全部7個冠軍頭銜，同時對其處以終身禁賽的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