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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只有一
个半月的时间!作为布拉特的挑战者"亚足
联主席哈曼 !"日拜访了中国足协以寻求
支持! 他强调其竞选宣言的两大口号是让
国际足联变得更加#透明$和#民主$!他还
否认其竞选方案中包括世界杯扩军计划%

# 月 ! 日在苏黎世召开的国际足联
代表大会上!#! 岁的哈曼将与现任主席
布拉特展开竞争!$%&个国际足联会员协
会将投票决定谁将胜出& '"岁的布拉特
已经任职国际足联主席 ()年! 哈曼说'

(是时候让国际足联有所改变了! 布拉特
已在这个位置上待了太久)人们希望看到

新面孔和新鲜血液!希望看到新的变化%$

哈曼在结束了印度之旅后迅速来到
中国!*" 日下午他与中国足协进行了沟
通!向中国足协负责人韦迪阐述了其竞选
的主要思路以及如当选将进行哪些改变%

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哈曼对媒体表
示!现在国际足联在决策方式上不够(透
明$和(民主$!他将致力于作出改变%

哈曼说'(重要的是公众想知道国际
足联内部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按照现行的
模式! 国际足联内部往往是 *)个人就作
出了影响到千百万足球迷的重大决定% $

由 $+人组成的国际足联执委会是国
际足联的核心权力层!所有国际足联重大
事项! 如世界杯申办等都由执委会决定%

在决定 $,*&年和 $%$$年两届世界杯举

办权的归属时!英国广播公司就曾爆料过
国际足联几位执委受贿的丑闻%

哈曼表示!如果他竞选成功!会给国
际足联设置一个(透明委员会$!国际足联
在作出任何重大决定前都得提交这个(透
明委员会$审核!之后才能实施%他说'(我
希望所有决定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更多
地参与到决策的制定过程中! 让那些球
员*教练*球队获得更大的权力% $

在与布拉特进行比较时!哈曼重申了
他对布翁执政时间过长的质疑%他说'(布
拉特在国际足联已经工作了 )"年多!当
秘书长有近 $%年的时间!然后又干了 *)

年主席!他待得已经够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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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赛季是易建联涉足 -./ 四年
首度被降格为替补队员! 从状态到数据
正遭遇职业生涯的低谷%对此!这位奇才
队大前锋 *+日在本队赛季总结会上给
自己的定位是+,,(我还要不断提高$%

四年前易建联在选秀大会上以第六
顺位被雄鹿队先手摘牌! 继而顺利签下
新秀渴望的为期四年合同% 前三个赛季
一直保持着首发的他! 本赛季在最关键
的合同年却变为替补! 甚至一度被边缘
化% 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是质
疑!伤病和状态的起伏!让他的数据走入
了生涯的新低%作为受限自由球员!今夏
他将再度面临选择和被选择! 不过有一
点可以肯定! 他不会再像四年前在选秀
大会上那般受到多支队伍的追求%

四年的 -./ 历练令易建联感慨颇
多% 他说!四年来*尤其是本赛季他经历
了许多!收获了许多经验% (我想这种经
历对我以后的生涯!肯定是一种帮助% $

谈及未来规划! 易建联说'(还要不
断地提高自己吧!学东西!让自己能尽可
能的健康% $

如同姚明!易建联在 -./也称得上

是位劳模!训练总是早来晚走%可在 -./

这一世界上竞争最残酷* 比赛密度和强
度最高的联赛中! 没有好的身体是难以
立足的% (小巨人$姚明在坚持了四五年
后伤病才开始找上门来! 而易建联自步
入 -./以来年年总遇伤病!其中 0次伤
病被迫高挂免战牌! 缺席场次达 '0场%

这些伤病给他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状态的
起伏%

易建联回忆说! 赛季初他还在固定
的轮换阵容!比较快地进入了角色!发挥
得也不错% (但后来因为受伤!位置有点
不一样了!后面就时间越来越少了% $

说到自己生涯最难熬的这段日子!易
建联表示'(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放弃啊!等
待啊!还是要准备% 最后一个月起码也是
在球队中还有一个不错的发挥吧% $

(我是一个球员!没有办法!这是我
的工作%我只能每天都在心里告诉自己!

这是你的工作% $

虽然今夏要再度走到职业生涯的十
字路口! 但易建联对自己的未来仍不失
信心% 他十分坚定地说'(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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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举重亚锦赛
正在进行的亚洲举重锦标赛中!中国

队有多名世界冠军出战!而其他队伍则大
都未派主力% 少了强劲的对手!中国选手
在比赛中显得十分寂寞!而在这种(安逸$

环境下他们举出的成绩也不甚理想%

本届亚锦赛在报名时共有 10个国家
和地区的 **'名运动员! 到真正比赛时!

只剩下 1*支队伍**,,名运动员!有的级
别甚至只有 +人参赛%于是亚锦赛首日便
出现了两个级别合并在一起的情况!也出
现了因为赛程临时提前!#1 公斤级的张
杰在赛前一晚速降 "斤体重参赛的情况%

见过大阵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张杰不禁
感叹'(这种合二为一的情况十分少见!为
了减体重!我在赛前一晚蒸了快 "个小时
桑拿!这或多或少影响了发挥% $

除了朝鲜队以主力参赛之外!其他队伍
大都未派主力%比如在广州亚运会上名列奖
牌榜第二的哈萨克斯坦队!)名世界冠军祖
尔菲亚* 马内扎和波多贝多娃都没有参赛)

韩国队的绝对主力* 奥运冠军张美兰也没
来! 中国女队在 '"公斤以上级派出两名选
手夹击张美兰!这一想法最终没能如愿%

中国女队总教练马文辉对众多名将

缺阵也是无可奈何!他说'(由于参赛人数
少!高手也没来!中国队员缺少刺激!也许
会在不经意间状态受影响% $当被问及能
否有队员举出破世界纪录的成绩时!马文
辉摇摇头说'(这个有点难% $

在场上缺乏兴奋点的中国选手果然
有许多没能发挥出理想水平%世界纪录保
持者李萍虽然包揽女子 ")公斤级三枚金
牌!但 #次试举共出现 )次失误!总成绩
也比她个人保持的世界纪录低了 *" 公
斤% 广州亚运会冠军李雪英在女子 "&公
斤级挺举比赛中连续两次失误!将金牌拱

手让给朝鲜选手%

马文广说!在年底的世界举重锦标赛
中!各队选手必将使出全力!届时(将会看
到每个级别的真正实力$%然而!中国选手
在本次比赛的中小级别中缺乏竞争已是
事实% 面对这一情况!中国男队和女队总
教练陈文斌和马文辉都表示会认真对待
比赛!不丢掉任何练兵机会%

在接下来的大级别比赛中!中国男队
将受到伊朗名将*世界冠军萨利米等人的
挑战!或许中国选手将就此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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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男子举重队总教练
陈文斌 *"日在此间举行的 1,**年亚洲
举重锦标赛上表示! 将在未来多方面考
察队里运动员的综合实力! 从而决定最
后参加 1,*1年伦敦奥运会的人选%

从本次比赛头三天的战果来看!中
国男子举重队表现抢眼! 包揽男子项目
全部 0枚金牌% 对此!陈文斌表示!金牌
固然重要! 但本次亚锦赛只是伦敦奥运
会的一次重要(练兵$而已%(我们在这次
亚锦赛上主要是检验冬训成果! 还有让
以前大赛经验较少的运动员更多地感受
洲际比赛的氛围% $陈文斌说%

他告诉记者! 此次中国队派出很多
年轻运动员来参加亚锦赛! 是考虑到不
少人训练阶段表现很好! 但没经历过洲
际以上的大赛%

(如果不派他们参加大型赛事!那么
我们未来在选派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时!

比赛经历因素就无法考证!$陈文斌说!(所
以在这次亚锦赛上! 我们每一个级别都派
了一名选手! 很多是年轻选手! 包括林清
峰*李兵都是第一次参加洲际比赛% $

陈文斌表示! 在将来选拔参加奥运
会的运动员时!将考虑其训练成绩*大型
赛事经验积累* 正式比赛时的应变能力
等因素% (在确定奥运会名单前!我们将
对运动员的综合实力进行考察%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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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举重锦标赛 *"日进入
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几乎收获了全部
金牌!但成绩并不理想% 中国举重协会主
席马文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届亚
锦赛缺少竞争!想要看到各国选手的真实
水平!要等到年底的世界锦标赛%

马文广说'(中国选手虽然拿了第
一!但水平不高% $在女子 ")公斤级比赛
中!夺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 )枚金牌的
李萍竟然在 #次试举中 )次失败! 总成
绩比由她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少了 *"

公斤% 获得男子 "#公斤级 )枚金牌的吴
景彪也同样出现了 ) 次试举失败的情
况% 赛后! 李萍和吴景彪不约而同地表
示! 对手实力不强让他们在赛场上难以
找到兴奋点%

对此!马文广也表示赞同'(这次比赛
竞争不是十分激烈% 如果一个级别能来 )

到 +名高手的话!成绩会相应得到提升% $

本届亚锦赛!多支亚洲劲旅没有派出最强
阵容!如哈萨克斯坦队阵中就缺少了世锦
赛冠军马内扎和波多贝多娃!这两名女将
曾在广州亚运会女子 #)公斤级和 '"公
斤级以绝对优势击败中国选手夺冠%

伦敦奥运会临近!各国选手都在摩拳
擦掌!为奥运会做准备!但为何众多名将
都错过了亚锦赛这一洲际大赛呢-马文广
认为!这不排除一些选手有隐藏实力的打
算%但他同时指出!根据以往的经验!运动
员将在今年表现出真实实力!为奥运入场
券做最后一搏) 等到奥运年的上半年!优
秀选手就更会隐藏自己! 模糊对手的视
线!从而在奥运会上有所斩获%

**月在巴黎举行的世锦赛将是伦敦
奥运会的资格赛% (在世锦赛上!.为了争
夺奥运会入场券/ 大家谁都不会让谁了!

届时将会看到每个级别的真正实力!$马

文广说%

据悉! 奥运会资格赛分为三大类!一
是世锦赛! 二是奥运年的洲际锦标赛!三
是国际举重联合会举办的一些大奖赛!从
上到下重要程度依次降低%本届亚锦赛不
属于奥运会资格赛!这或许也是众多名将
缺席的原因%

马文广说'(别的队伍派谁参赛我们
无法决定!但我总告诫中国队员!一定要
认真对待每一次比赛% $中国男队总教练
陈文斌和女队总教练马文辉也曾多次表
示!要将本届亚锦赛作为伦敦奥运会前的
重要练兵! 在拿到金牌的同时还要保证
(含金量$%

然而!从目前已经结束的几个级别来
看!中国选手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 (我们
将通过这个比赛!就每个级别运动员所出
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总结!为世锦赛和奥运
会做好准备!$马文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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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赛季 2(上海站开赛在即!不过曾
七获车手总冠军的德国车王舒马赫却有些信
心不足% 在 (+日梅赛德斯 34车队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 车王表示希望能够利用多变的
天气取得好名次%

(我在这里的确有过美妙的记忆!$$,,#

年上海站夺冠的舒马赫说!(当时下雨的天气
的确给了我一定的帮助! 我希望这样的因素
能在本周末的比赛中让我们继续获利!特别
是在我们目前有些困难的情况下% $

本赛季梅赛德斯 34 车队可谓出师不
利!首站墨尔本大奖赛两名车手都未能获得
积分)次站马来西亚站也只有舒马赫获第九
名!收获两个积分%

在 $,,# 年宣布退役之后!$,(, 年复出
的舒马赫至今未能获得一个分站赛冠军% 不
过这位壮心未已的 +$岁老将表示!他仍在等
待下一个冠军的到来% (我们必须接受一个
等待的过程!有时候!这个过程比你想像得要
艰难很多$%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舒马赫祖国球队沙尔
克 ,+能否杀入欧冠决赛的问题!身为铁杆足球
迷的舒马赫说'(沙尔克是本赛季欧冠硕果仅存
的一支德国球队! 我当然祈祷他们能够走得更
远)奇迹随时可能发生!我们等着看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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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杯$$,((年全国青年男
子柔道锦标赛暨第 '届全国城市运动会男子
柔道预赛今天在澄迈县金江镇继续举行!广
州队* 呼和浩特队和北京东城区队各获得一
枚金牌%

今天进行了5')公斤级*5&*公斤级和5

0,公斤级的比赛%最终广州队的格日乐和乌
岩毕力格分别获得了5') 公斤级金牌和银
牌% 呼和浩特队的乌仁巴根和南昌队的于永
俊分别获得了5&*公斤级的金牌和银牌% 北
京东城区队的申旭和大连队的赵琳获得了5

0,公斤级金牌和银牌%

来自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行业体协共 "*个代表队的 #,,多名
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赛事分为个人赛和团体
赛!个人赛共有 &个级别!团体赛共设 "个级
别%本次比赛还分别设 )名(敢斗奖$和(一本
奖$% 作为东道主的海南省!由海口市队派出
哈斯巴图和赛音吉日嘎拉两名运动员参加
#,公斤以下级的角逐%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摔跤柔道运
动管理中心和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主
办!澄迈县委*县政府和海南省体育总会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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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棒球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走向职业
化! 我们需要结合中国体育的现实状况探索
一条适合中国的体育职业化之路% $*"日!国
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 中国棒球协会常务副主席李高潮在广州
对记者表示! 中国棒球要实现职业化的目标
还需要长期的学习和修炼%

李高潮说! 目前中国棒球联赛是中国棒
球职业化的初始阶段和探索阶段! 中国棒球
的职业化需要向中国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职
业联赛借鉴经验! 同时结合职业体育的基本
特性!建立起适合中国棒球的职业化模式%

他说! 职业体育的发展需要四个方面的
条件'一是社会经济条件!包括民众的体育消
费需求* 稳定成熟的观众群体和现代化的体
育设施等)二是法制条件!尤其是要建立适合
中国特色的职业体育产权体系) 三是组织条
件!要具备职业体育发展的组织结构)四是建
立完善的职业体育竞赛制度%

李高潮认为!中国棒球经过前 *,年的发
展!已经建立了初步的管理*运行以及市场开
发经验! 但与西方职业棒球和国内职业化先
行的项目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陆永夺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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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 西班牙甲级联赛将上演国家德
比!由巴塞罗那队客场挑战皇家马德里队%巴塞
罗那能否实现联赛对皇马的 #连胜! 本场比赛
会否再出现大比分!一切都值得期待%

这场比赛对于皇马来说非胜不可! 否则
他们将落后巴塞罗那 **分! 无缘西甲冠军%

赛前!两队心态完全不同!由于巴塞罗那在联
赛已领先皇马 &分!这让他们对本场比赛的结
果没有特别要求! 所以巴塞罗那可以轻装上
阵% 相反!皇马已经不能再输!一心复仇的他
们在巨大压力下能否发挥出正常的水平是一
个未知数% 不过% 皇马目前迎来了一个小高
潮% 队内 6罗*卡卡*伊瓜因*本泽马*阿德巴
约*迪马利亚*厄齐尔七大攻击线巨星士气高
昂!这在本赛季尚属首次!届时对皇马主帅穆
里尼奥的排兵布阵大有帮助%

从某种意义上说! 皇马已到了最佳的复
仇时刻%一方面如果在联赛击败对手!那么将
提升球队的信心! 从而在随后国王杯和欧冠
对巴塞罗那的比赛中会士气高涨! 从死敌手
中夺得两冠并非没有可能% 另一方面目前巴
塞罗那正遭遇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员危机!普
约尔*阿比达尔*博扬都无法出战!这对于球
队的影响较大! 特别是目前的几个中卫组合
的实际效果都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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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英国网球天才
穆雷虽然在 (+日蒙特卡洛大师赛上晋级八
强!但却因为在对手脚踝受伤时故意吊小球而
遭到观众阵阵嘘声% 西班牙(纳豆$纳达尔和瑞
士(奶牛$费德勒均直落两盘轻松取胜%

穆雷的对手是在当地人气颇高的法国选
手西蒙% 西蒙在首盘的一次正手底线回球时
扭伤了右脚脚踝! 因此不得不在伤处裹上了
厚厚的绷带以防再度损伤! 比赛也受到了影
响% 由于穆雷在第二盘频繁网前吊小球!西
蒙总也接不住! 所以支持西蒙的观众对于穆
雷这种欺负伤兵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嘘声贯
穿了整个第二盘比赛%

(据我所知!所有球员都会跟我一样尽可
能地赢下比赛% 对于这种情况我只能去适应
它!然后专注于明天的比赛%我没做错任何事
情% $穆雷在以 #')*#')获胜后如是说!而西
蒙也肯定了默里的打法%

穆雷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上与葡萄牙黑马
吉尔对拍% 吉尔目前世界排名第 &$位!通过
资格赛进入正赛后至今未失一盘% 他在当日
以 '.#/'#*#'$淘汰了法国八号种子*世界男
单第十蒙菲斯%

纳达尔在冲锋七连冠的道路上畅通无
阻% 这位世界网球(一哥$在当日以 #'$*#'+

击败了法国选手加斯凯! 将蒙特卡洛大师赛
不败战绩延长至 )+场%四分之一决赛中!(纳
豆$将迎战克罗地亚(大炮$柳比西奇%

二号种子费德勒也轻松晋级! 他仅用时
'"分钟就以 #'+*#') 迅速解决掉克罗地亚
选手西里奇% 下场比赛!(奶牛$ 将要面对七
号种子*奥地利强拍梅尔策%

此外! 西班牙四号种子费雷尔与塞尔维
亚选手特罗伊茨基会师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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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第 ('届中国
高尔夫球公开赛将于 +月 $(日至 $+日在成
都麓山国际乡村俱乐部举行% 三次大满贯赛
事冠军得主*爱尔兰名将哈灵顿*前世界排名
第二的西班牙名将加西亚和卫冕冠军梁容银
等 ("#名各路高手将参与较量%

这次比赛!中国选手被寄予厚望%连续参
加了 (#届比赛的张连伟将再续传奇%而去年
摘得了麓山公开赛冠军的少壮派代表梁文冲
表示!这次比赛将全力发挥!争取夺冠% )月
在印尼 43/锦标赛排名第十的吴阿顺则宣
称!目标是拿下这次本土赛事的冠军% 此外!

胡牧*刘宇翔*李昊桐等活跃在国内高坛的青
少年球手!也将和国内外名将对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