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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
!'

日宣布，他

们发现亚足联主席哈曼在国际足联主席

竞选中用金钱换取选票，因此这位
(!

岁

的卡塔尔人被终身禁止从事所有与足球

有关的活动。这同时意味着他将不再担

任亚足联主席。

负责审理这一事件的国际足联道德

委员会副主席、纳米比亚法官达玛塞博

!'

日在国际足联总部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官员宾·哈曼先生在此被终

身禁止从事所有国家与国际层面的足球

活动……这与我们委员会此前宣布的零

容忍政策是一致的。”

哈曼的律师古兰德在达玛塞博的新

闻发布会结束后，马上就地召开了一个

发布会。他说：“哈曼先生拒绝认可道德

委员会发现的罪证，坚持他的清白。他将

通过各种途径为此战斗。我们现在请求

国际足联向媒体公开与此调查有关的卷

宗。”

哈曼早就表示，如被判有“罪”，他将

向体育仲裁法庭、甚至国际足联影响够

不到的民事法庭提出上诉。如果体育仲

裁法庭接受他的上诉，最早也要在今年

$!

月份才会开庭审理。

作为国际足联资深执委，哈曼是这

一国际足球管理组织
$"%

年历史上第一

个因腐败而被罢免的高官。亚洲足球自

!""!

年至今将近
$"

年的“哈曼时代”由

此也宣告结束。谁将填补他在亚足联留

下的权力真空，成为下一个值得关注的

话题。如果亚足联代理主席张吉龙能够

“扶正”，他也将顺理成章地取代哈曼成

为国际足联执委。

今年上半年，哈曼高调竞选国际足

联主席，挑战现任掌门布拉特。然而就在

国际足联召开大会进行投票选举主席前

夕，他突然宣布退出竞选，并沉痛陈词：

“让我难过的是：为我笃信的事业奋斗竟

然要付出让国际足联声誉受损的巨大代

价。我不能容忍我深爱的这个名字因为

两个人之间的竞争，而越来越深陷污

浊。”

随后，可能促使他退选的真正原因

浮出水面，原来他被举报贿选，即使自己

不主动退出，也要被国际足联道德委员

会勒令退出。举报他的是他在国际足联

的同僚、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秘书

长布拉泽。后者在给道德委员会提供的

材料中证明：哈曼在
&

月
$"

日、
$$

日去

加勒比地区游说期间，送给该地区的
!&

家足协每家
)

万美元现金。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随后暂停哈曼

的职务，并委托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

弗雷赫等组成独立调查小组对他的贿选

事件进行了长达
(

周的调查，拿到了更

多证据。

道德委员会
!!

日、
!'

日举行听证会

讨论如何处罚哈曼。卡塔尔人并未现身国

际足联总部进行最后的辩解。他取消了酒

店预订，并在自己的博客上表示，这个听

证会只是个过场，“国际足联几周前已将

我定罪，这次听证会毫无公正性可言。”

达玛塞博还宣布，加勒比地区足联

的两位官员因协助哈曼发送贿金而均被

处以“禁足”一年的处罚。

新华社记者 马邦杰

哈曼是行贿和腐败的建筑师
前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

! ! ! !

国际足联宣布前亚足联主席哈曼因为

贿选被终身禁止从事所有与足球有关的活

动，
!)

日，曾经在哈曼手下工作多年的前

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表示，赞成国际足联

对哈曼的处罚，并称哈曼是亚洲“行贿和腐

败的建筑师”。

“这一处罚有利于国际足联和足球，”

一直批评哈曼的维拉潘在马来西亚接受美

联社电话采访时说，“我希望国际足联能够

继续这种铁血政策，调查潜藏在国际足联

执委中的其他无赖。”

由于在与布拉特竞争国际足联主席一职

时存在贿选行为，哈曼成为了国际足联
$"%

年历史上第一个因腐败而被罢免的高官。

维拉潘曾于
$*%+

年至
!,"%

年担任亚

足联秘书长，一直支持布拉特。在哈曼

!""!

年当选亚足联主席后，维拉潘在哈曼

手下干了
&

年。

卡塔尔人哈曼被认为是卡塔尔获得

!"!!

年世界杯举办权的最大功臣之一，维

拉潘敦促国际足联彻查卡塔尔申办世界杯

的流程，并希望能够重新审查决定
!"!!

年

世界杯举办权的投票过程。

维拉潘表示哈曼的贿选行为是世界足

球广泛存在的问题的代表，希望国际足联

这一处罚是打击各级体育比赛腐败行为的

第一步，“现在没人可以隐藏一切，整个世

界都知道行贿和腐败行为十分猖獗。你可

以看到操纵比赛的行为已经从亚洲蔓延向

全球，这其中包括了欧洲。”

尽管哈曼否认一切指控，并表示要通

过其他法律途径证明自己清白，但不可否

认，亚洲足球自
!""!

年至今将近
$"

年的

“哈曼时代”由此宣告结束。维拉潘表示，亚

足联目前急需一位新的领导人，使亚洲足

球的管理机构重新团结起来。

“新一任的领导人面临的一大挑战就

是把亚洲（各会员协会）重新团结起来。我

们需要一位能力挽狂澜的人，因为摆在亚

足联面前的挑战很大，要想修复哈曼遗留

下来的问题，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维拉潘

说。

亚足联尊重国际足联决定
但也认可哈曼上诉权利

张吉龙：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亚足联代理主席张吉龙

!)

日表示，亚足联尊重国际足联对亚足联前主席哈曼

的处罚决定，但同时认可哈曼上诉的权利。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给哈曼下达了“判决书”：哈

曼因在国际足联主席竞选中贿选而被终身禁止从事与

足球有关的活动。哈曼表示将通过其他法律渠道包括

上诉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来为自己正名。

张吉龙认为该决定出炉的
!'

日“对亚足联和亚洲

足球而言是令人悲伤的一天”。尽管如此，他还是想对

球迷、亚足联会员协会、球队、队员、合作伙伴等说，亚

足联执委会将团结一致，延续近几年亚洲足球良好的

发展势头；亚洲足球将会变得愈加强大，亚足联也会沿

着正确的道路稳步前进。

张吉龙说，亚洲足球目前面临多重挑战，其中最大

的挑战是操控比赛。“我作为代理主席，清楚地意识到

与会员协会紧密合作，创造一种互相信任、充满信心的

氛围的紧迫感。在我当代理主席期间，我承诺亚足联将

以透明、公平、和谐的方式管理好亚洲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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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终于向哈

曼下达了“判决书”：哈曼因在国际

足联主席竞选中贿选而被终身禁止

从事与足球有关的活动。这也意味

着国际足联给自 5月传出的哈曼

贿选丑闻定了性，哈曼不再担任亚

足联主席。这是国际足联在其 107

年历史上处以“极刑”的最高官员。

机会与变数并存

哈曼被国际足联“定性”是否就

意味着张吉龙能够由亚足联代理主

席“转正”？

有这种机会，但也存在许多变

数。

首先，哈曼并未就此偃旗息鼓，

而是将通过其他法律渠道包括国际

体育仲裁法庭来为自己正名。这种

上诉能否影响亚足联新主席的产生

尚未可知。

其次，即便哈曼的上诉最终没

有影响到亚足联新主席的产生，但

亚足联执委会何时通过决议召开代

表大会进行选举还是个未知数。

第三，如果亚足联执委会通过

决议召开代表大会进行选举，那就

意味着对主席职务有意者将浮出水

面。姑且不说张吉龙是否参加竞选，

竞选人也肯定不止一个。据了解，巴

林足协主席萨尔曼和亚足联副主

席、阿联酋人萨克尔都有可能参加

竞选，而日本足协主席小仓纯二和

日本足协秘书长田岛幸三是否“杀

出”也很难说。在竞争对手尚不明朗

的情况下，张吉龙的“战术”只能是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第四，张吉龙今年 1月竞选国

际足联执委失败的经历表明，即便他

在国际足球界有很多人脉，但关键时

刻谁能施出援手很难说，以利益为准

绳的足球“外交”形势相当复杂。

为竞选做怎样的铺垫

张吉龙究竟是否参加竞选？他

已经站在一个历史机遇的当口，本

着对中国足球、亚洲足球负责的态

度，参选应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更

何况，如果当选，他还将顺理成章地

取代哈曼成为国际足联执委，从而

在世界层面管理足球。

如果参选，张吉龙应该为竞选

做怎样的铺垫？

正如他在成为亚足联代理主席

后表示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亚足联

目前这样一个局势，把内部工作做

好”，以及在哈曼被国际足联终身“禁

足”后表示的，“在我当代理主席期

间，我承诺亚足联将以透明、公平、和

谐的方式管理好亚洲足球”，张吉龙

担任代理主席时间尚短，而且这一时

间能有多久也不能确定，因此他需要

抓紧时间把内部工作做好，稳定局

势的同时赢得更多的支持。

再者，中国足协作为张吉龙的

“娘家人”也不妨借助各种涉外活动

拉近与亚洲各足协间的关系，积极

参与亚足联的活动并承办好在中国

举行的活动。如此，也将为张吉龙的

竞选加分。

新华社记者 公兵 郑道锦 陈鹏

英女歌手怀恩豪斯英年早逝
年仅 27岁 死因未明

! ! ! !

有“灵魂乐小天后”之称的英国歌手

艾米·怀恩豪斯
!'

日被发现死于位于英

国伦敦北部的公寓，年仅
!%

岁，死因尚未

明确。

怀恩豪斯曾获
&

项格莱美大奖和“英

国最佳女歌手”称号，但在取得卓著演艺成

就的同时，她也因吸毒、酗酒甚至自残等极

端怪异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引发争议。她的

突然离世令业界和歌迷感到痛心和惋惜。

生活消沉 突然离世

英国警方发表声明说，
!'

日下午伦

敦急救机构向警方报告说，一名女子被发

现死于伦敦北部卡姆登广场一处公寓内。

警察到场后确认死者为怀恩豪斯。怀恩豪

斯的死因正在调查阶段，目前情况不明。

据当地媒体报道，怀恩豪斯最近才搬

到卡姆登的新家。就在上月，她遭遇了演

艺生涯的“滑铁卢”。她在欧洲巡回演唱会

塞尔维亚站的一场演出中表现糟糕，舞台

上站立不稳，唱不清歌词，遭到歌迷狂嘘，

经纪人随后取消了她的全部剩余演出。

怀恩豪斯的死讯传出后，媒体有报道

说她可能死于吸毒过量。但伦敦警方一名

负责人说，现阶段这种说法只是一种主观

臆测。法医将于
!)

日或
!&

日对她的尸体

进行尸检。

怀恩豪斯生前有酗酒、抽烟和吸毒的

不良习惯，这不仅影响了她的健康，也大

大损害了她的事业发展和个人形象。格莱

美获奖歌曲《复原》（又译《戒毒所》）可谓

她的真实写照，生活中的她曾数次进出康

复中心戒毒。
!""+

年
(

月，
!)

岁的怀恩豪

斯身体状况敲响了警钟。她当时曾在伦敦

家中昏厥，出现早期肺气肿和心律不齐。

怀恩豪斯的负面新闻远不止于这些。

她曾数次因打人而被指控，被她袭击的人

包括剧院经理和要求与她合影的歌迷。

!""*

年
%

月，怀恩豪斯和丈夫布莱克·菲

尔德·西维尔离婚，结束了两年的婚姻。离

婚由菲尔德·西维尔提出，理由是怀恩豪

斯有外遇，而就在提出离婚之前不久，菲

尔德·西维尔因打人被判入狱。

实际上，耐心的歌迷们一直期待怀恩

豪斯能推出她的第三张专辑，希望她借此

扭转局面，再现她美妙的声音，让人们再

听到她异常坦率的歌词。怀恩豪斯本人曾

计划在今年内推出第三张专辑，但她显然

没能恢复正常状态，
(

月塞尔维亚的失败

巡演竟成为她的告别演出。

起于声名 止于声名

怀恩豪斯
$*+'

年
*

月
$)

日出生于

英国一个犹太人家庭，家族有爵士乐传

统。怀恩豪斯在
$(

岁时被一位灵魂音乐

歌手发现，
!""'

年推出首张专辑《率真》

并一炮打响。

!""%

年
'

月，怀恩豪斯推出令她大

红大紫的专辑《重回黑色怀抱》，其中收录

了多首经典歌曲，包括《复原》、《你知道我

并不完美》、《爱情是件徒劳的事》等。这些

歌记录了她不平静的生活和由此带来的

失望，而反映她受毒品困扰的歌曲《复原》

在美国跃居热门歌曲排行榜前
$"

名，并

成为见证她个人生活经历的代表作。

在
!""+

年
!

月颁发的第
&"

届格莱美

奖中，怀恩豪斯凭借专辑《重回黑色怀抱》

和歌曲《复原》兑现了
(

项提名中的
&

项，

包括最佳新人、最佳唱片和最佳歌曲奖。

多才多艺的怀恩豪斯是位创作型歌

手，她的声音富有表现力和穿透力，可塑

性强且音域宽广，而她创作的歌词不管是

粗鄙、喧闹，还是悲伤、反省，总是能抓住

人们的心。她的满身文身和蜂窝式发型也

同样吸引眼球。

留下悲叹 留下音乐

如同
!""*

年流行巨星迈克尔·杰克

逊的猝死和其他许多艺人的英年早逝一

样，怀恩豪斯的突然死亡是音乐界的又一

个悲剧。

法新社的报道说，怀恩豪斯不幸加入

了被称为“
!%

岁俱乐部”的早逝艺人队

列。这个宿命的“死亡俱乐部”包括英国滚

石乐队创建人布莱恩·琼斯、美国著名吉

他手吉米·亨德里克斯以及女歌手贾尼

斯·乔普林等人，他们都在
!%

岁左右死

亡。其中，琼斯是在游泳池意外溺水死亡，

但生前有酗酒和吸毒史；亨德里克斯在呕

吐时窒息死亡，死前服用了安眠药并喝了

葡萄酒；乔普林则被怀疑死于吸毒过量。

在“
!%

岁俱乐部”中，几乎所有的早

逝艺人都遭受过吸毒、酗酒、肥胖等问题

的困扰，他们的死亡，包括自杀，都与这些

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对此，怀恩豪斯新住所的一名
''

岁

邻居感叹说，怀恩豪斯的死亡“并不令人

震惊，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她才
!%

岁，

很多摇滚明星都在
!%

岁就离世了。她很

有天赋，很有魅力”。

尽管怀恩豪斯的生活布满阴影，但这

不妨碍她的音乐才能得到认可。歌迷们也

不会忘记这位具有悲剧色彩的歌手，因为

她留下了属于她的音乐财富。 杨爱华

朴泰桓旗开得胜
菲尔普斯获“安慰奖”

! ! ! !

上海游泳世锦赛
!)

日晚开始举行

游泳赛事的决赛，共决出
)

枚金牌。韩国

高手朴泰桓旗开得胜，获得首个决赛项

目男子
)""

米自由泳的金牌。美国“飞

鱼”菲尔普斯参加
)!$""

米自由泳接力

比赛，仅获一枚铜牌“安慰奖”。

朴泰桓是
)""

米自由泳项目的北京

奥运会金牌获得者。在
!)

日上午的预赛

中，朴泰桓以第七名的身份“涉险”过关，

中国“希望之星”孙杨则以预赛第一名进

入决赛。根据预赛成绩，朴泰桓被排在十

分隐蔽的第一泳道，孙杨则排在最显眼

的第四泳道。

决赛哨声一响，朴泰桓不再“低调”，

以
'

分
)!

秒
")

的成绩获得冠军，孙杨

落后
$-!,

秒获得亚军。比赛结束之后，

朴泰桓对自己创造的“第一泳道奇迹”颇

为淡然。“今天很高兴是在第一泳道比

赛。其实我只是在集中注意力在自己的

比赛，不去和别人比较。”他说。

孙杨则表示，他一直把朴泰桓作为

主要的竞争对手，输给他也不遗憾。“我

后面还有
+,,

米和
#&,,

米自由泳的比

赛，我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两个项目

上。”孙杨说。

男子
)!#,,

米自由泳接力比赛观赏

性极强，美国队是
!,,+

年北京奥运会和

!,,*

年罗马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在
!)

日晚的决赛中，代表美国队游第一棒的

“飞鱼”菲尔普斯吸引了全场目光。不过，

“飞鱼”仅以第二名的成绩向后面交棒。

半程比赛之后，澳大利亚队就牢牢占据

领先，并一直将优势保持到比赛结束。法

国队后来居上超越美国获得亚军，卫冕

冠军美国队勉强保住一个领奖台席位，

菲尔普斯无可奈何地获得一枚铜牌“安

慰奖”。

此外，在女子
)!#,,

米自由泳接力

决赛中，上届冠军荷兰队成功卫冕。荷兰

队中有一位“高龄”
'!

岁的“妈妈选手”

维德斯，其竞技精神令人起敬。美国队、

德国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在女子
),,

米自由泳决赛中，
!'

岁

的意大利名将佩莱格里尼以
)

分
,#

秒

*%

的成绩夺冠，银牌和铜牌分别被英国

和法国选手摘得。

!&

日晚间，上海游泳世锦赛将决出

)

个项目的金牌。其中，中国选手刘子歌

在女子
#,,

米蝶泳、叶诗文在女子
!,,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都有冲击奖牌的实

力。 杨金志 华义

皇马 8月来华
巨星一个都不少

! ! ! !

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
!)

日公

布了来华参加热身赛的
!(

名球员名单，

.

罗、卡卡、厄齐尔、本泽马等球星领衔的

皇马一线队几乎全部主力球员都出现在

名单内，还包括五名今夏新签约的球员。

据了解，
!"$$

皇马中国友谊赛共分

为两站，分别是
+

月
'

日晚在广州天河体

育中心体育场对阵广州恒大，
+

月
(

日下

午在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对阵天津泰达。

此次皇马来华，将是继
!""'

年和

!""&

年后，“银河战舰”第三次到访中

国。皇马国际事务部主任布特拉格诺表

示：“非常感谢在西甲赛季期间每个周末

熬夜观看和默默支持皇马每一场比赛的

中国球迷，我们把全体球员带到中国进

行两场友谊赛，让球迷不用远赴马德里

就可以在最近的距离与球员互动和接

触，是我们回馈中国球迷对皇马爱戴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王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