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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苏黎世5月29日电 在29日
的国际足联主席大选胜出后，布拉特将要
面临如何重整山河的难题，对此，他强调
自己知道如何让国际足联变得更好。

当天的选举中，布拉特首轮获得
133票，约旦的阿里王子获得73票，由
于两人得票均未超过总票数的三分之
二，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但明白大势
已去的阿里王子随后宣布退出竞选，布
拉特第五次当选国际足联主席。

“我之前说过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
现在我有了时间来做些事情，我现在必
须组建一个更好的国际足联，而且我知
道怎么办，”布拉特说，“我现在没法给出
具体的想法，但我们会从明天（30日）着
手研究，届时我们会召开一个执委会会
议，他们将会从我这了解到一些信息，一

些他们自己都会觉得吃惊的信息。”
目前摆在布拉特面前的两个麻烦

是：包括国际足联副主席韦伯和菲格雷
多在内的7位高官因涉嫌腐败被捕，将
被美国司法部门的起诉；另外，瑞士司
法部门也已经开始调查2018年和2022
年世界杯申办过程中涉嫌的违规操作
与洗黑钱问题。

谈及国际足联面临的贪腐丑闻时，
布拉特说：“这场暴风雨并未过去，但并
未演变为飓风，我们将会解决我们机构
的问题，避免未来陷入类似的境地。”

作为危机中首次直面各路记者，面
对“为什么不辞职退出？”“本人是否涉
及贪腐？”“你会不会被逮捕？”等这些火
药味十足的问题，79岁的布拉特再次展
现了处危不乱的强大气场，四两拨千斤

般回应了各方质疑。
布拉特简短回应说：“国际足联代

表大会认定我是解决问题的人选”，“我
唯一能回答的是我没有1000万美元”，

“凭什么逮捕我”。
针对国际足联内部文化造成贪腐

的问题，布拉特坚决予以否认。他指出
国际足联一直通过道德委员会清除腐
败。布拉特承诺，他将在四年后任期结
束时带领国际足联回归平静，同时打造

“强大美好”的国际足联。
很显然，作为执掌国际足联17年的

危机公关高手，布拉特简短的回答未能
打消各路记者的质疑，不少记者在发布
会宣布结束后依旧高嚷问题。不过布
拉特说：“我们将在未来加强沟通，我们
将会提供更多信息，但是现在，再见！”

不满布拉特连任

国际足联副主席
吉尔辞职

据新华社伦敦 5 月 30 日电
在国际足联深陷贪腐丑闻的大背景
下，布拉特29日成功连任这一世界
足球最高机构的主席职务。此事后
续影响仍在发酵，现任英足总副主
席大卫·吉尔30日证实，他将辞去
在国际足联执委会中的职务，包括
国际足联副主席一职。

现年 57 岁的吉尔在 2003－
2013年间担任英超曼联俱乐部首
席执行官。他表示，在布拉特领导
下且深陷贪腐丑闻的国际足联中
任职，不会给自己的声誉带来任何
好处。

“这不是我轻易做出的决定，过
去三天发生的事情造成了严重影
响，使我确信在现今的国际足联执
委会中任职十分不合适，”吉尔30
日在发给媒体的声明中说。

国际足联秘书长：

俄罗斯和卡塔尔
举办世界杯不变

据新华社苏黎世5月29日电
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29日确

认，尽管目前瑞士司法部门在调查
2018 年和 2022 年世界杯申办一
事，但俄罗斯和卡塔尔之前获得的
举办权不会有变化。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你
现在问我的话，我的答案是2018年
世界杯将在俄罗斯举办，然后4年
后是卡塔尔，”瓦尔克说。

有关俄罗斯和卡塔尔的举办
权，在7名官员在苏黎世因涉嫌贪
腐被捕后，国际足联已公开表示不
会重新投票，而且欢迎相关司法部
门前来调查。

瓦尔克表示：“是国际足联自己
把相关文件交给了瑞士司法部门，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搞清楚申办
过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祝贺布拉特当选

美足协主席
表示失望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29日电
（记者李博闻）深陷丑闻的国际足联
29日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主席选举，
79岁高龄的布拉特成功连任，连续
第五次成为国际足联掌门人。

美国足协对此表示祝贺，但美
足协主席苏尼尔·古拉迪也对选举
结果表示失望，称将继续努力以推
动国际足联做出“有意义的改变”。

“虽然我们对选举结果失望，但
我们会继续努力推动国际足联做出
有意义的改变，”古拉迪在一份声明
中称。“我们的目标是让国际足联变
得更有责任感、值得信赖、透明且单
纯地为比赛的最高利益着想。”

古拉迪表示：“我们祝贺布拉特
主席，我们希望他能够以变革作为
首要目标，确保这项运动在全世界
的声誉。”

国际足联：

亚洲没资格申办
2026年世界杯

据新华社苏黎世5月30日电 布
拉特30日在这里说，国际足联执委会
当天上午对2026年世界杯的申办作
出决定，除亚洲之外的任何国家和地
区都可以申办2026年世界杯，这意味
着中国没有资格申办这届世界杯。

布拉特是在国际足联总部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作上述表示的，这
也是他在前一天晚上第五次当选国
际足联主席后，首次召开发布会。

他说：“执委会决定，所有的协
会都可以申办2026年世界杯，亚洲
地区的除外，因为2022年世界杯将
在卡塔尔举行。”

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日前代表
中国出席国际足联代表大会期间就
曾透露，中国申办世界杯的意愿强
烈，但因为规则的限制，中国不大可
能申办2026年世界杯。

各
方
反
应

5月29日，第65届国际足联
代表大会在瑞士苏黎世举行。

图为巴勒斯坦足联主席贾布
里勒在大会上发言时挥舞红牌。

新华社发

大会上
挥舞红牌

张吉龙卸任国际足联执委：

继续为
中国足球做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5月30日电 亚
足联第一副主席、中国足协副主席
张吉龙在第65届国际足联（FIFA）
代表大会上卸任国际足联执委一
职。张吉龙表示他将继续为亚洲和
中国足球做贡献。

张吉龙说：“我虽然从国际
足联执委的位置上卸任，但我依
然担任亚足联副主席一职。我
将一如既往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为亚洲、中国足球做出自己应有
的贡献。”

在29日的FIFA大会上，张吉
龙从主席布拉特手中接过了一面纪
念他4年执委生涯的锦旗。

张吉龙 2011 年 7 月增补成
为国际足联执委，这是国际足联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籍执委
会委员。

79岁的布拉特第五次当选国际足联主席——

我有办法让国际足联变得更好好

新华社悉尼5月30日电 正在悉
尼举行的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30日
战罢半决赛，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全部
5个项目的决赛均有他们的身影，其中
女双还提前锁定了冠军。

两场男单半决赛均为“手足相残”，
现世界头号球手、中国的谌龙以2：0淘
汰了年轻的队友田厚威，将在决赛中与
本次比赛的“黑马”丹麦新锐阿克塞尔
森争夺冠军。后者在另外一场半决赛
中击败了同胞约根森。

阿克塞尔森在这次比赛的首轮爆出
大冷门，他以19：21、21：12和21：15淘汰
了卫冕冠军、两届奥运会金牌得主林丹。

打入女单决赛的是中国的王适娴
和现役世界冠军西班牙的马林。王适
娴在半决赛中以2：0战胜了韩国名将
裴延姝。马林战胜的是韩国好手成池
铉，后者在八进四时爆冷击败了头号种

子、中国选手李雪芮。
中国羽毛球队5个项目中实力相

对较弱的男双，在这次比赛中表现最为
突出。刘成／鲁恺、刘小龙／邱子涵和
柴飚／洪炜三对组合均跻身四强，这在
羽联世界超级系列赛中还是比较鲜
见。不过，柴飚／洪炜以0：2不敌韩国
名将李龙大／柳延星，未能与队友会师
决赛。中国新组合刘成／鲁恺在一场

“队内赛”中击败了刘小龙／邱子涵。
刘成／鲁恺在八进四时曾爆冷淘汰世
界冠军组合韩国的高成炫／申白喆。

为中国队提前包揽冠军的是女双
好手马晋／唐渊渟和汤金华／田卿，她
们在半决赛中分别淘汰了丹麦和日本
组合。晋级混双决赛的中国选手是刘
成／包宜鑫，他们直落两局战胜韩国选
手高成炫／金荷娜。与他们争冠的将
是中国香港组合李晋熙／周凯华。

澳羽毛球公开赛战罢半决赛

中国选手晋级全部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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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海
南电子竞技项目在海南的发展前景广
阔。”海南省电子竞技协会副会长符小
琳说。

“星游杯”DOTA2城市联赛 5月
23日在海口开赛，今天在海口网神网

咖本色旗舰店产生了两支争冠的队
伍。符小琳说，这是我省首次针对Do-
ta2项目举办的单项赛事，也是目前唯
一面向海南省电竞爱好者的省级专项
电子竞技运动赛事。团体前3名将分
别获得3万元、1万元和5千元的奖金，
获最有价值奖的个人将获得2千元奖
金，最佳辅助和最佳击杀两个奖项将各
获得1千元奖金。

符小琳说，“互联网+”的概念直接
催生了这次电竞赛事落户海口。依托
海口作为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经
过首届的尝试之后，将会继续摸索积累
经验，将赛事普及，做大做强，打造海南
电竞运动的完整产业链。据权威组织
机构调查显示，全球电竞爱好者高达
15.5亿人。电子竞技产业作为现代化
的新兴体育产业，拥有良好的用户基
础，已经具备实现产业跨越、形成大型
产业价值链的实力。2003年11月18
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
技列为我国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目

之后，电子竞技运动迅速在我国普及。
符小琳说，此次联赛是在海南省文

体厅大力支持和指导下，由重庆星游传
媒有限公司、海南省电子竞技运动协
会、海南网神网咖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主
办，海南飞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海南
中体联合赛事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省
级电竞赛事，赛事还获得了海口市科工
信局、海口广播电视台《热带播报》大力
支持。同时，在决赛现场设立完美世界
等业界品牌展示区域，为海南省电竞爱
好者提供电竞相关周边产品展示和最
新热门资讯。

符小琳透露，本赛事旨在推动电子
竞技运动在海南的健康发展和水平的
提升，营造海南健康的网络环境，推动
海南网络文化建设，通过“电子竞技”新
名片的打造和对电竞文化的正确引导，
促进海南电竞爱好者德智体全面发展
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

省电子竞技协会副会长符小琳：

海南电子竞技运动前景广阔

选手在比赛中

据新华社墨西哥梅里达5月29日
电（记者安阳）2015年国际泳联世界跳
水系列赛第六站比赛29日在墨西哥尤
卡坦州首府梅里达揭幕。中国“梦之
队”在当日4个双人项目中收获三金。

在上午进行的女子双人10米台决
赛中，英国组合蔻芝／巴洛因受现场灯
光影响申诉重跳，打乱了随后出场的中
国小将连婕／司雅杰的比赛节奏，两人
第一跳仅获得44.40分，排名最末。

随后，两名中国小将一路紧追，在
第四、第五跳均获得82.56分的全场最
高分，最终以333.72分折桂，落后5.31

分的加拿大组合本菲托／费丽恩获得
亚军。马来西亚组合梁敏喻／张俊虹
收获一枚铜牌。

连婕赛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她们
在前两跳不太理想的情况下及时调整
了心态。“放开跳，不要想那么多，和平
时训练一样就好。”

男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小将台
晓虎／连俊杰第四、第五跳连续出现失
误，无缘奖牌。

此外，何姿／王涵在女子双人3米
板较量中从第一轮开始便一路领先，
最终以 325.80 分轻松将金牌收入囊

中。澳大利亚组合埃斯特·秦／米尔
斯和加拿大组合埃布尔／韦尔分获亚
军和季军。

王涵赛后告诉记者，对自己今天的
表现很满意，此外，现场的墨西哥观众
也十分热情，她认为这有助于提高运动
员的兴奋点，把动作发挥得更好。

最后进行的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
中，何冲／何超延续了在上一站加拿大
战的夺冠势头，以领先第二名墨西哥组
合帕切科／奥坎波15.54分的优势，为
中国队再添一金。德国组合豪斯丁／
菲克摘得铜牌。

世界跳水系列赛墨西哥站首日

中国“梦之队”揽三金

重庆2:3江苏

杭州0:1长春

申花0:0石家庄
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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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前瞻

贵州要力拼恒大
5月31日，中超第12轮，广州恒大主场对阵贵

州队，刚刚结束亚冠硬仗的恒大队要提防“哀兵”对
手爆冷得分。

前7轮输掉5场后，贵州队果断炒掉主帅朱炯，
代之以李春满。新帅上任后果有换帅如换刀的效
果，5场比赛仅有1负（客场0：1不敌杭州），上轮更
是主场两球完胜一度领跑的上海上港。本轮作客天
河，贵州队若能逼平恒大，就算爆出不小的冷门。虽
然贵州队本赛季客场尚未有过胜利，但恒大刚刚经
历了亚冠生死战，且队内伤兵较多，贵州队借机从客
场取分，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1年以来，两队中超交锋8次，恒大4胜3平
1负占据绝对优势，唯一一场失利是2012赛季第20
轮，客场1：2告负。不过，近两年贵州与恒大的整体
交锋战绩并不落下风，虽然有过联赛0：4惨败的战
例，但足协杯及超级杯决赛却连续从恒大手中夺走
桂冠。上赛季两队联赛交锋两次，贵州队客场1：1
逼平恒大，主场1：2小负。

贵州要想在客场有所作为，需严防恒大队郜
林。郜林本赛季打进8球，全部来自于中超赛场。
过去5轮比赛，他接连敲开舜天、绿地申花、申鑫、
上港以及富力的球门，状态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很
好地填补了埃尔克森因伤缺阵留下的空位。连续
5轮破门，郜林也追平了个人职业生涯的联赛连续
进球纪录，此役若能再有斩获，就将刷新个人连续
得分的纪录。 ■ 王黎刚

布
拉
特
当
选
国
际
足
联
主
席
后
向
支
持
者
致
意
。
新
华
社
发

陈楚生回母校上课
鼓励学生有梦想就要大胆去做

本报三亚5月30日电（记者孙婧）海南籍原创音
乐人陈楚生昨天回到母校三亚市立才中学，给七（1）班
的学弟学妹们上了一堂“有关梦想和现实”的课。

“我也是立才中学的学生，我的吉他是上高中才
开始学的，一直坚持到现在，是因为我热爱吉他，热
爱音乐，所以今天想告诉你们，如果有梦想就要大胆
去做。”当天上午10时，褪去明星光环的陈楚生只着
白T恤，卡其裤，背着吉他来到17岁时求学的地方，
以学长、老师的身份和学生们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他说，玩物并不总是丧志，但是要玩得好需要更多知
识，并以此勉励学生们，要珍惜现在的学习时光，为
将来能够坚持自己的爱好打下基础。

“这首歌是我上学时所热爱所感动的歌，会唱的
同学我们一起唱可以吗？”课后，陈楚生无伴奏弹唱
了《不再犹豫》《同桌的你》和他的成名曲《有没有人
告诉你》，一展清亮嗓音和花式吉他指法，并与学弟
学妹们跳起了竹竿舞。

起初男孩女孩们还有些害羞，陈楚生鼓励大家要
敢于表达和尝试，并亲自上阵。看到陈楚生也会被竹
竿弄得手忙脚乱，学生们都笑成一片，放开来玩。

陈楚生透露，自己今年的计划是出一张新专辑，
目前正在创作和整理阶段，“我上一张专辑是2013
年出的，到现在两年了，这中间我经历了人生中重要
的阶段，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也有很多新的感受，
都会写进新专辑里与大家分享。”

陈楚生在给同学们上音乐课。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吉林将推出《少帅》等
抗战题材文艺精品

新华社长春5月29日专电（记者赵梦卓）为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吉林省今年将陆续推出电视剧
《少帅》、纪录片《关东军档案》、吉剧《关东草》等多种
形式的抗战题材文艺作品。

吉林省文化厅厅长马少红在28日举行的2015
年吉林省艺术创作工作会议上介绍，抗日题材的文
艺作品包括京剧《杨靖宇》、评书《跃马扬刀》、话剧
《寒春》、电视剧《少帅》、电视纪录片《关东军档案》等
将与观众见面。

其中，长影集团即将推出的系列电视纪录片《关
东军档案》，是根据吉林省档案馆馆藏的10万卷日
本侵华档案进行拍摄。这些侵华日军自己形成的档
案是日本侵华历史最真实的记录，这部分档案是世
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重大。

“纪录片主要内容涉及‘东方的奥斯维辛集中
营’‘绝密档案731’‘慰安妇’等，现该片正在紧锣密
鼓创作中。”长影集团总经理李庆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