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协秘书长张剑将竞选国际足联理事 为中国足球谋求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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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 月下旬，亚足联原计划在特别代表大会
上增选 3 个国际足联理事人选，其中一人必须为女
性，这样按照“东、西亚足球势力分庭抗礼”的态势，
余下两个男性理事人选应由东、西亚足球圈分得。
中国足协推荐张剑为候选人。为确保竞选的成功，
中国足协还说服另一候选、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退
选。作为补偿，中国足协同意在张吉龙因病退休
后，将亚足联（东亚区）副主席的职位“让”给郑梦
奎。这样张剑的竞争对手仅剩下新加坡人诺尔丁，
张剑的竞选前景一片光明。
然而，西亚区竞选候选人之一的卡塔尔足协副
主席穆赫纳迪涉嫌腐败被禁足两年半，作为亚足联
副主席的伊朗人卡法什安成为西亚区唯一参选者，
当选几无障碍。由于亚足联主席萨尔曼一直以来
都是穆赫纳迪的支持者，再加上伊朗足球长期以来
都没有被纳入严格意义的“西亚足球同盟”范畴，因
此萨尔曼不愿接受盟友落选的事实。于是后来大
会以“议程未获通过”为由否决了包括国际足联理
事增选在内的所有议程。这一变故也让中国足协
现任班子对国际足坛利益纷争的复杂性有了更为
清醒的认识。

指责郑梦奎失信毫无意义
今年 2 月 2 日，亚足联发布公告称，将在今年 5
月的巴林会员大会上，
选举产生 4 名国际足联理事，
包括一名女性理事。张剑确认继续参选，另有 3 名
男性候选人与他竞争 3 个席位。在穆赫纳迪仍在禁
足期内无法参选的情况下，同样与萨尔曼关系不错
的菲律宾足协主席阿拉内塔宣布参选，余下两位候
选除了谋求连任的科威特法赫德亲王外，还有韩国
人郑梦奎。在去年的东亚足球联盟内部沟通中，
中、日、韩 3 个国家足协曾就“在亚足联权力层划分
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日本足协田岛幸三是
在任国际足联理事，郑梦奎接替张吉龙出任亚足联
副主席，张剑竞争另一个国际足联理事名额。关于
此事，用知情人的原话就是“这是一份君子协定”，
但依然难防
“小人之心”
。
郑梦奎宣布参选后也引起了国内足坛的热
议。中国足协一位人士指出，相比于亚足联副主
席，国际足联理事在国际足球重大事务决策方面
更具话语权，郑梦奎反悔恐怕也是基于对利益轻
重的权衡。中国足协此时此刻指责韩国足协或郑

强中国足球话语权将大有益处。
亚、
东南亚寻求支持。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无论张剑今年 月
5 能否竞选成功，这样的足球公关对增
亚足联执委会议之机，拜会亚足联高层，而这不过是有关他竞选拉票的公关活动之一。接下来他还将分赴西
中国足协对国际足坛利益纷争的错综复杂有了新认识。本月 26
日，张剑将启程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借参加
竞争国际足联理事席位，而原本允诺退出该竞选的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借机反悔，重新参选，一系列变故也让
得尤为重要。在去年 月
9 下旬印度果阿亚足联特别代表大会上，中国足协秘书长张剑因﹃议程被否﹄暂时无缘
惠，还需谋求外部环境支持。能否在国际足联、亚足联中成为掌握重大事务话语权的重要角色，
﹃内外兼修﹄显
进入 2017
年以来，中国足协一直忙于职业联赛环境治理等﹃对内﹄工作，但中国足球欲争取更多利益与实

竞选搁浅是意外也是经验

网球
本报讯（记者 褚鹏）正在卡塔尔进行的 WTA 多哈
顶级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克服雨水干扰，一日双胜，闯入
赛事八强。
张帅先是以 7 比 6 和 6 比 3 横扫匈牙利好手巴博
斯。稍事休息，张帅又和去年法网冠军穆古拉扎进行了
三盘苦战，最终发挥更胜一筹的天津姑娘以 7 比 6、3 比 6
和 7 比 5 的比分艰难胜出，生涯第五次战胜 Top10 的同
时再一次闯入顶级赛八强。
“今天很辛苦，打了两场比赛。自己发挥得非常好，
第一场刚开始并不适应，
一下落后很多，
但还是追回来拿
下了比赛，这也让我在场上的感觉越来越好。第二场我
战胜了一位非常强劲的对手，我感到非常开心。”张帅赛
后说道。
“我很喜欢多哈站的赛事。我已经两三年没来这里
参赛了，
曾经在这里打过两次比赛，
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
忆，多哈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这次我有了很大的进
步，
已经来到了第三轮。我很享受每场比赛，
希望下一场
能有出色的发挥。
”
能够在逆境中赢下两场比赛，展示了张帅的坚定和
不屈的特点。一日双赛本就是对运动员体能和意志的考
验，
能够在两场比赛中都展现出良好的抗压能力，
张帅的
胜利实至名归。

米尔扎涉嫌逃税被查
本报讯（记者 褚鹏）占据世界女双世界头名位置超
过 90 周，印度双打名将米尔扎越来越红，也招来了是
非。印度税务部门称米尔扎涉嫌逃税。
此前印度税务部门已通知米尔扎，要求其或者派代
表到税务部报到，
处理相关事宜。据悉，
米尔扎涉嫌逃税
的金额达到 1000 万印度卢比（约合 14.9 万美元）。2014
年，特仑甘纳成为印度第 29 个邦，米尔扎受邀成为这一
新邦的代言人，而税务部认定她没有为这笔收入缴纳相
应的税款。
2015 年 4 月，
米尔扎凭借出色的女双成绩，
荣登网球
女双世界排名第一位置。根据福布斯评选的 2016 印度
TOP100 名人榜，米尔扎位列第 29 位，高居女运动员之
首。作为排名最高的印度女运动员，米尔扎在这段时间
的收入大概为 210 万美元，
在名气排名中她位列第 28 位。
该榜单的评选是根据 2015 年 10 月 1 日到 2016 年 9
月 30 日期间印度各界名人所得财富和媒体曝光度的综
合评分。前十名中有 7 位都是宝莱坞明星，另三位则是
印度板球选手。

游泳

澳大利亚名将哈克特
因精神问题失踪

新华社悉尼电 现年 36 岁的澳大利亚泳坛名将格兰
特·哈克特当地时间 16 日据报道因精神问题失踪。
这位 1500 米自由泳前世界纪录保持者的父亲说，
目
前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并描述他现在处于“精神失常”状
态，需要帮助。
“ 他确实是失踪了，而且确实有些精神失
常，
我们非常担心。
”
父亲内维尔·哈克特对当地记者说。
作为该项目的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冠军，
哈克特据
家人介绍，
近期精神上出现问题，
与家人闹僵，
称自己的兄
弟打了自己，
还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他脸部淤青的照片。
哈克特的父亲介绍，哈克特原本在 16 日预约和一位
医生以及律师见面，但并没有露面。哈克特的兄弟克雷
格说，
这位前泳坛名将出现了精神问题，
已不再是他熟悉
的那个人。

张帅享受
一日双胜

梦奎“背信弃义”毫无意义，在各种利益集团缠斗
的当今国际足球组织，左右全局的依然是各方势
力的实力。

中国足协助张剑重启公关路
张剑计划于本月 26 日启程前往吉隆坡。不过
28 日以务虚内容为议程的亚足联执委会议并不是
张剑此行的主要目的。作为暂时没有表决权的亚
足联执委会观察员，张剑将与亚足联高层以及亚足
联内部颇具权威的核心人物举行会面。面对面沟
通广交朋友，是为接下来国际足联理事竞选寻求支
持。而此次吉隆坡之行不过是张剑寻求外部支持
的行动之一。接下来他还计划分赴西亚、东南亚等
区域，与各相关会员协会负责人对话，寻求支持，中
国足协还为张剑参选组织了一个保障团队。
在去年竞选公关活动中，中国足协为提高张
剑胜算，曾聘请专业公司为活动细化方案、设计攻
略，但从实际情况看，收效甚微。因此这次公关，
中国足协将不再通过第三方。值得注意的是，北
大法律专业毕业的张剑不仅有着丰富学识，还长
于英语交流。在此前国际足联、亚足联的外事活
动中，张剑都能非常自如地与国际足坛人士交流，
而这对于他打通对外交流渠道非常有益。而在走
出去之外，中国足协还计划“请进来”，邀请亚足联
更多会员协会国与地区的代表到中国来，一方面
为张剑参选争取更多砝码，另一方面也拓宽中国
足球对外交流面。

竞选成败都不会两手空空
严格来说，亚足联并没有明确规定国际足联理
事名额必须按区域平均分配，但由于各区域选票集
中，因此会员大多都会将选票投给本区域候选人。
在这个意义上，郑梦奎不仅参选，还将成为张剑的
主要竞争对手。虽然在此之前，日本足协也表明了
支持张剑参选的立场，但国际足坛从来“天气多
变”，各种变故接二连三客观上也要求中国足协对
各种意外做好心理准备。此前有圈内人士担心，一
旦张剑落选，中国足协在国际足球组织层面将现权
力真空。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按照亚足联和东亚足
球联盟的权力分配原则，一旦张剑或郑梦奎中的一
人竞得国际足联理事席位，另一人也能获得亚足联
副主席职位，
所以无论如何，
中国足协经过 5 月竞选
之后，
都不会两手空空。
文/本报记者 肖赧

孙杨不放弃长距离
傅园慧再当段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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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鹿蕾要求队员再接再厉

杰瑞特积极求战
本报讯（记者 宋翔）在上轮客场战胜上海队
后，虽然北京首钢队的联赛排名没有发生改变，但
这场胜利让他们重新掌握了进入季后赛的主动
权。今晚客场与已经无缘季后赛的福建队交锋，北
京队力求再接再厉拿下这场比赛。
北京队乘坐下午的航班从上海飞往福建晋
江。其实，北京队习惯乘坐早上的航班去客场，这
能让他们有时间去进行适应场地训练。但由于从
上海飞往晋江的航班比较少，一趟是特别早的，还
有一趟是下午的航班。考虑到队员们身体疲劳，北
京队昨日选择了下午的航班。但由于航班延误，他
们比预定的时间晚点了 50 分左右起飞，队伍到达
晋江时已经快晚上 7 点了。
昨天上午，北京队主教练闵鹿蕾让大家观看了
与上海队的比赛录像，并对于今晚的比赛做了针对
性部署，前后一个半小时。在会上北京队要求队员
们要再接再厉，
将此前好的东西继续保持下去。
上轮比赛中内线外援杰瑞特受困于脚伤并未
出战，但他表示，在今晚的比赛中会尽最大努力上
场。如果杰瑞特能够复出，那么对于北京队内线将
带来帮助，
将给队伍带来更大的能量。
北京队在本赛季曾经主场大比分击败过福建
队。在球队整体实力上北京队要高出对手，而且福
建队早就失去了季后赛希望。但面对这样的对手，
北京队切不可大意。
北京队目前排名第九，他们距离排名第八的山
东队仅落后一个胜场。今晚山东队将客场与新疆
队交手。山东队内线外援汤普森由于累积四次技
术犯规将在今晚停赛，另外国内球员睢冉受伤，丁
彦雨航发烧去输液治疗，他们要想在客场赢下新疆
队将会非常困难。如果北京队今晚获胜，山东队又
输球的话，
那么北京队将重返前八。

安东尼顶替勒夫出战全明星
本报讯（记者 宋翔）
NBA 昨日对外宣布称，
骑士队球员勒夫因伤将缺席本次全明星，
顶替勒夫的
是尼克斯队的安东尼。安东尼已经接受了NBA总裁
萧华发出的参赛邀请。安东尼对此说：
“这不仅是代
表我个人去打全明星，
还是代表纽约这座城市。
”
勒夫在此前膝盖部位受伤，
他将接受手术治疗。
据估计，
勒夫将缺阵至少六周的时间，
这也让他错过
了全明星的比赛。此后，
NBA 总裁萧华
“钦点”
安东
尼出战全明星。安东尼原本打算与家人外出游玩，
但
在接到出战全明星的邀请后，
他改变了计划。
安东尼说：
“我原本已经计划与家人外出，去放
松与调整一下。但能出战全明星是一项荣誉。这
不仅对于我，对于尼克斯队，对于纽约这座城市，都
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最近一段时间，有关尼克斯
队想要交易安东尼的消息不断，其中尼克斯队很想
在本月底交易截止日期前，将安东尼交易到骑士
队，但由于后者始终不肯送出勒夫，因而这笔交易
并未能发生。

动 态

第三届中式台球世锦赛下月开赛

400 球员将齐聚玉山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 夏亮）在 15 日晚进行的 2016
浙江体坛十佳颁奖典礼上，凭借里约奥运会上的精彩
表现，孙杨和傅园慧不出意外地分别当选最佳男、女运
动员。
里约奥运会后，孙杨出现在多档综艺节目当中，这
也让很多人担心其竞技状态会受到影响。在颁奖舞台
上，孙杨的回答让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 其实从里约
奥运会回来之后，在间接性选择参加综艺活动的同时，
也在保持训练，没有间断，现在的状态可以说还是不错
的，
也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今年的表现。”
2016 年对于孙杨来说并非一帆风顺，年初的脚趾
骨折曾一度让他心灰意冷，想过放弃。
“ 在去年 1 月 29
日脚骨折之后，我依然没有放弃训练，压力是非常大
的，特别是那个时候，有想过放弃。对我来说，是非常
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不断地告诉自己，坚持坚持再坚
持，
自信自信再自信。
”孙杨说。
伦敦奥运会周期后，孙杨在场外是非不断，如今再
回想那段日子，孙杨已经能够从容面对了。
“ 其实对我
来说，最艰苦的过程已经过去了，再回过头来去想，咬
咬牙，
笑一笑，
没有什么大不了。”
里约奥运会后，便有传言孙杨将放弃赖以成名的
长距离，转而专攻短距离，对此孙杨也予以了否认。
“其
实我现在的训练一直是有氧和速度同时进行，可能在
选拔赛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游的项目会非常多，
200 米、400 米、800 米、1500 米、集体项目接力，可能
会达到 6 到 7 个项目，每个项目我都会去争取更好的成
绩。
”
孙杨说。
而获得最佳女运动员称号的傅园慧则继续本色出
演，一上台便将台下男运动员调侃了一番。
“ 今天在座
的男运动员都非常帅，
不光是游泳队的……”
在被问到个人问题时，主持人表示“其实你也不
愁”，傅园慧立刻假作生气状，
“你的意思是我原来很丑
咯？
”
惹来台下一片哄笑。
和孙杨一样，傅园慧在里约奥运会后也成为综艺
节目的常客，不过父亲并不担心女儿的竞技状态。
“都
是利用休息时间，平常训练很累，也算是一种放松吧，
她平时训练都非常刻苦的。”
傅春昇说。
傅春昇坦言，里约奥运会后，傅园慧一夜爆红，这
也让他们做父母的多少有些准备不足，不过好在傅园
慧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
“大家只是对她个性的一种喜
欢，
她未来的重心还是在训练和比赛上。”
颁奖典礼过后，孙杨和傅园慧或将再次奔赴澳大
利亚进行集训，
开启新一年的征程。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昨天，中国·上饶·玉山
2017CBSA“亚琦集团”杯第三届中式台球世界锦
标赛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据悉，本届比
赛将吸引包括马克·威廉姆斯、希金斯在内的斯诺
克名将，以及潘晓婷在内的众多女子九球名将参
加。根据安排，比赛的外围赛将于 3 月 6 日至 11 日
举行，
正赛将于 3 月 13 日至 3 月 16 日举行。
据了解，中式台球是我国自主创新的台球项
目，其简单易懂的规则和灵活多样的打法吸引了无
数中外球迷。经过两届世锦赛的洗礼，目前中式台
球已经与斯诺克和花式九球形成了台球领域内的
三足鼎立局面。随着中式台球世界锦标赛的影响
日益广泛，目前它已经正式被纳入国际赛事体系，
赛事总奖金高达 300 多万元人民币，其中男子冠军
奖金 60 万元，
女子冠军奖金 40 万。
经过前两届世锦赛的推动，中式台球越来越得
到国际选手的认可，本届赛事将有来自全世界 40
余个国家的世界职业斯诺克选手、中国台球协会男
子中式台球职业排名前 128 位以及女子中式台球
职业排名前 64 位的中国球员，
总计近 400 名选手参
赛。为大家所熟知的马克·威廉姆斯、罗伯逊、希金
斯、金佳映等众多斯诺克、美式台球世界名将届时
都将会到场。除了众多国际球星参赛之外，中国国
家台球队的众将也将悉数亮相。

法国足球中国办公室在京成立
本报讯（记者 肖赧）昨天，法国足协（FFF）及
法国足球职业联盟（LFP）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联合成立法国足球中国办公室。前法国队主
帅多梅内克也在现场为中国足球献计献策。
出席发布会的有法国城市、青年和体育部长帕
特里克·卡纳尔，
法国足协副主维克托尼奥·莫勒若
先生，法国足球职业联盟主席娜塔莉·博伊·德·拉
图尔，法国足球职业联盟总经理迪迪尔·奎罗特以
及法国足协技术负责人弗朗索瓦·布拉卡尔。法国
足球中国办公室的成立致力于推广及普及法国足
球，拥有六大使命：分别是，输出法国足球培训体
系；提升法国竞赛（法甲联赛、多米尼克法乙联赛、
法国联赛杯、法国杯）和法国国家队在中国人心中
的形象；加强与中国的互动合作；支持法国俱乐部
在中国的发展和战略布局；寻找转播合作商，普及
法国足球赛事；
寻找中国赞助商企业。
法国足协方面表示：
“ 法国中国办公室的成立
是我们全球战略的重要部署。中国已经启动了雄
心勃勃的足球战略。法国足协很愿意为中国，这个
全球举足轻重的国家的足球发展贡献力量，并与其
共同成长！伴随着中国足球的发展，这是推广法国
足球的最佳时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