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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问题 : 我怎样可以知道一种物质是否被允许使用？
a. 我从药店购买的药物是安全的。
b. 如果包装盒上有“不含兴奋剂“的字样，该药物或物质就是安全的。
c. 如果是由植物制成的就是安全的。
d. 不在《禁用物质和方法清单》中的物质是安全的。

答案答案 : d. 不在《禁用物质和方法清单》中的物质是安全的。
解释解释 : 当你希望或者需要使用一种物质时，一定要从《禁用物质和方法清单》中核实。如果你没有把握，请将该清单给药剂
师或者医生，请他们帮你核实。你可以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网站上找到该清单，也可以在你所在国家的反兴奋剂机构或
者你所从事的体育项目的国际联合会网站上找到该清单。你也可以联系国家反兴奋剂组织或者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向他
们询问。

问题问题 : 你如何判断一种营养品是安全的？
a. 所有的营养品都是安全的。
b. 你无法判断一种营养品是否安全
c. 如果标签显示该营养品安全
d. 如果是医生给你的

答案答案 : b. 你无法判断一种营养品是否安全
解释解释 : 营养补品行业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你无法确定营养品中使用了何种物质或原料。

问题问题 : 我会被检查吗？
a. 不会，因为我是青少年运动员。
b. 不会，因为我不参加国际比赛。
c. 会的，任何一个运动员都有可能被检查。
d. 不会，因为我的运动项目不是高危项目。

答案答案 : c. 会的，任何一个运动员都有可能被检查。
解释解释 : 反兴奋剂规定适用于所有运动员、所有体育项目和所有国家。所以，任何运动员都有可能被检查到。

问题问题 : 如果我被检测出使用了兴奋剂，我会受到何种处罚？
a. 使用兴奋剂不受处罚。
b. 如果我是青少年运动员，我将不受到任何处罚。
c. 从警告到终身禁赛都有可能。
d. 取决于是谁为你提供的违禁物质。

答案答案 : c. 从警告到终身禁赛都有可能。
解释解释 : 根据使用兴奋剂行为的严重程度，处罚可能包括：取消比赛成绩，禁止参加任何体育项目的比赛，经济处罚，将违反
兴奋剂规定的行为公之于众。

问题问题 : 我的教练或医生有可能受到处罚吗？
a. 不会，只有运动员会受到处罚
b. 不会，只有运动员和教练会受到处罚。
c. 不会，使用兴奋剂不会受到处罚。
d. 是的，所有的运动员和所有的运动员保障人员都有可能受到处罚。

答案答案 : d. 是的，所有的运动员和所有的运动员保障人员都有可能受到处罚。
解释解释 : 根据《世界反兴奋剂条例》，所有的运动员和运动员保障人员均有可能因为兴奋剂违规行为受到处罚。运动员保障人
员包括：与正在参加比赛或者正在准备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一起工作或者治疗运动员的教练、驯马师、管理人员、经纪人、
工作人员、官员、医务和辅助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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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问题 : 在一名运动员体内发现违禁物质，谁应该负责？
a. 该运动员的主治医生
b. 该运动员的教练
c. 该运动员
d. 取决于是由谁向运动员提供的违禁物质

答案答案 : c. 该运动员
解释解释 : 运动员本人总是对进入自己体内的物质负责，即使不是故意使用该违禁物质，即使提供该物质的人声称它是安全的。
这被称为“无过失责任”原则。如果一名运动员对组成物质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或者对一种物质是否为禁用物质没有把握，
就不应该使用，而应该查看《禁用物质清单》，或者向其单项体育联合会或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咨询。

问题问题 : 如果我的医生必须让我服用一些药物，以便治疗我的伤病，该怎么办？
a. 你的医生必须先核实该药物是否含有禁用物质。
b. 只要是我的医生给我的，就是安全的。
c. 如果我被查出使用了违禁物质，而这种违禁物质来自医生给我的药物，那么这是他/她的过错。
d. 如果是出于治疗目的，我可以使用任何需要的物质。

答案答案 : a. 你的医生必须先核实该药物是否含有禁用物质。
解释解释 : 主治医生必须先核实药物中是否含有违禁物质。如果含有违禁物质，并且没有其他可能的治疗方法，那么运动员必须
申请“用药豁免”。申请“用药豁免”时，必须提供能够证明非用该物质不可的文件。并非所有医生都了解这个程序，所以让你
的医生知道你作为一名运动员必须遵守有关的反兴奋剂规定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问题 : 我的教练或者我选择的任何一个人可以陪我到兴奋剂检查站接受兴奋剂检测？
a. 是的
b. 只有当我是未成年人时
c. 只有当兴奋剂检查官邀请一名代表时
d. 任何时候运动员都不能带陪同人员到兴奋剂检查站。

答案答案 : a. 是的
解释解释 : 如果运动员希望，他/她可以请一人陪同他/她到兴奋剂检查站接受检查，这名陪同可以是他/她的亲属、教练、官员或
者医生。所有的未成年运动员都应该有一人陪同到兴奋剂检查站。如果没有人陪同，兴奋剂检查官可以选择一人陪同他/她
到兴奋剂检查站。如果需要并且有条件，运动员可以要求提供语言帮助或者翻译。

问题问题 : 谁可以进行兴奋剂检查？
a. 能够证明身份并出示反兴奋剂机构授权检查文件的兴奋剂检查官
b. 任何一名教练
c. 任何一名医生
d. 任何一名警察

答案答案 : a. 能够证明身份并出示反兴奋剂机构授权检查文件的兴奋剂检查官
解释解释 : 只有注册的兴奋剂检查官可以进行兴奋剂检查。他/她必须证明他/她是兴奋剂检查官，而且是受反兴奋剂机构委托进
行检查的。

问题问题 : 使用兴奋剂是否会影响我的成长发育？
a. 是的，兴奋剂物质会直接影响你的成长发育。
b. 不会，它只会让你长非常难看的粉刺。
c. 不会，它只会在多年以后对你有影响。
d. 不会，它只会对你的内脏器官有影响。

答案答案 : a. 是的，兴奋剂物质会直接影响你的成长发育。
解释解释 : 使用兴奋剂有很多副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可能会影响你的成长和生理发育。上面选项中提到的所有副作用都有可能。
在某种程度上，之所以要禁止使用兴奋剂就是因为它会给健康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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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问题 : 我能拒绝兴奋剂检查吗？
a. 不能
b. 可以，如果我家里有事的话
c. 可以，如果我太忙的话
d. 可以，如果学校里有事的话

答案答案 : a. 不能
解释解释 : 运动员不能拒绝兴奋剂检查。如果拒绝检查，有可能受到与兴奋剂阳性相同的处罚——例如，禁止参加任何体育项目
的比赛。因为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可以只是简单地拒绝兴奋剂检查，而永远不会被查出来，不会受到处罚。

问题问题 : 我在哪儿可以找到关于反兴奋剂的可靠的信息？
a.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反兴奋剂组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b. 互联网
c. 权威或体育杂志
d. 朋友

答案答案 : a.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反兴奋剂组织，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解释解释 :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反兴奋剂组织，地区反兴奋剂组织，国家（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家（地区）单项体
育联合会可以向运动员提供关于兴奋剂检测的所有信息，包括回答关于《禁用物质清单》、行踪信息和申请“用药豁免”的问
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也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

问题问题 : 兴奋剂检查怎样进行？
a. 兴奋剂检查官将通知我需要提供一份样本。
b. 我需要提供一些头发。
c. 我必须将左胳膊肘放在右膝上用脚尖站着。
d. 以上所有都是

答案答案 : a. 兴奋剂检查官将通知我需要提供一份样本。
解释解释 : 当你被选中进行兴奋剂检查时，会有兴奋剂检查官来找你。你会跟随他/她一起到兴奋剂检查站。你需要填一些表
格，挑选一套试剂瓶采集你的样本（一个包括两个瓶子和一个杯子的盒子）。 然后你需要到卫生间，在与你同性别的检察
人员面前（确保尿样是你的）往杯子里排尿。 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被要求提供一份血液样本。 然后，你回到兴奋剂检查
站，将采集的尿样倒入瓶中并密封。 还有一些书面工作，然后整个过程就完成了！就像1,2,3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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