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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梁为副主席候选人

国际乒联 11 月举行主席选举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今年 11

月， 国际乒联主席换届选举将在美国

休斯敦世乒赛期间举行。昨日，国际乒

联公布执委会候选人名单。 现国际乒

联财务执行副主席佩特拉·索林被提

名为国际乒联主席， 中国乒协主席刘

国梁等 17 人成为执行副主席候选人。

若索林顺利当选， 她将成为国际

乒联自 1926 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

掌门人，也是继蒙塔古、埃文斯、荻村

伊智朗、哈马隆德、徐寅生、沙拉拉和

维克特之后的第八任国际乒联主席。

索林将与当选的八位执行副主席、国

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佐兰·普里

莫拉茨、国际奥委会成员柳承敏，组成

国际乒联执行委员会。

刘国梁本有机会竞选新一任国际

乒联主席。国际乒联认为，刘国梁是世

界乒坛的领袖级人物， 也是引领世界

乒坛最恰当的人选之一。 但刘国梁表

示， 由于竞选国际乒联主席需进行复

杂而繁琐的筹备工作， 而筹备过程与

中国队备战东京奥运会时间重合，最

终他选择将全部精力投入国乒备战。

国际乒联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丹

顿对此表示 ，“我很佩服刘国梁的态

度， 这次竞选其实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机会， 他也将以最佳人选的身份出色

地完成工作。 但他决定首先将全部精

力投入到备战东京奥运会。 ”

如果顺利当选执行副主席， 刘国

梁将参与国际乒联决策层的工作。 他

表示， 希望自己能进一步熟悉和研究

国际乒联的平台体系， 了解各成员协

会的现状， 更深层次地从整个世界乒

坛发展的角度思考乒乓球的未来。

2018 年末，刘国梁开始执掌中国

乒协。 2020 年，他成为世界乒乓球职

业大联盟（WTT）理事会主席，带领世

界乒坛走进职业化的改革创新时代。

刘国梁多年来为乒乓球运动在世界范

围内发展所付出的努力， 赢得了国际

乒坛的赞誉。 国际乒联首席副主席卡

里尔·阿尔·默罕纳迪表示：“虽然他这

次没有成为国际乒联主席， 但我期待

与他在国际乒坛事务上的紧密合作，

凭借他卓越的领导力， 我们共同把乒

乓球发展成为世界顶尖的运动项目。”

俄罗斯三座城市有意
申办 2036年奥运会

本报讯 （记者吴姝）据俄罗斯卫

星通讯社 9 月 3 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

普京表示， 不排除俄罗斯城市符拉迪

沃斯托克（海参崴）有赢得 2036 年奥

运会举办权的可能性。

9 月 2 日， 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市

长康斯坦丁·舍斯塔科夫在第六届东

方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我们肯定会

申请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举办权，我

们也确实认识到， 如果更进一步申办

2036 年奥运会，我们获胜的机会不那

么大。 但这一切都将帮助我们建设基

础设施， 为符拉迪沃斯托克营造更好

的生活条件。 ”

普京在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

讲话时说，“不排除俄罗斯能赢得奥运

举办权。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有前景的

候选举办城市之一。 但现在谈论此事

还为时过早，我们需要多方面权衡。 ”

据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

罗夫上月表示， 俄罗斯正在考虑申办

2036 年夏季奥运会的可能性。 目前，

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和历史名

城喀山已递交了申请。 俄罗斯首都莫

斯科曾于 1980 年举办过夏奥会，2014

年冬奥会则在该国南部度假城市索契

举行。

德约逆转外卡选手晋级
时隔三年重返美网八强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北京时间

昨天 ， 2021 年美网男单八分之一决

赛落幕。 德约科维奇在冲击年度全满

贯之路上， 遭到美国外卡小将布鲁克

斯比的顽强阻击， 但最终在先输一盘

的情况下以 3 比 1 实现逆转， 时隔三

年重返美网八强。

20 岁的布鲁克斯比世界排名仅

第 99 位， 今年刚刚开启自己的职业

生涯。 持外卡参加本届美网的他， 一

路击败瑞典人伊梅尔、 同胞弗里茨与

21 号种子卡拉采夫后晋级十六强 。

而作为三届赛会冠军， 德约在本场比

赛前的年度大满贯成绩为 24 战全胜，

手握澳网、 法网、 温网冠军的他力争

在法拉盛公园实现年度全满贯伟业。

然而在这场纸面实力悬殊的比赛

中， 布鲁克斯比却从一开始就给德约

科维奇制造极大的压力。 美国人开局

取得 3 比 0 领先， 第 4 局德约艰难保

发后再度陷入低谷， 布鲁克斯比连下

3 局， 强势赢下首盘。

不过从第二盘开始， 场上局面逐

渐被德约接管， 他以 6 比 3、 6 比 2、

6 比 2 连下三城， 完成逆转。 “比赛

中有很多非常长的回合， 这在体能上

让我们面临挑战。” 世界第一赛后表

示， “我努力在发球方面找到解决办

法， 在首盘开局不好的情况下， 第三

盘和第四盘我的统治力回来了， 这是

不错的结果。”

时隔三年重返美网八强， 德约科

维奇也延续了实现年度全满贯伟业的

希望， 他将与今年温网决赛对手贝雷

蒂尼争夺美网半决赛席位。

7分钟的巴阿大战，凸现足球世界防疫困境
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却被冲入场内的巴西防疫官员搅和了

巴西对阵阿根廷或许是世界杯预

赛中最令人期待的一场比赛， 更何况，

如今的两支南美强队都正在状态 ， 巴

西队在世预赛主场已 57 场未尝败绩 ，

而阿根廷队则连续 21 场国际比赛不

败。 巴西时间 9 月 5 日举行的这场焦

点战 ， 确实没能分出胜负 ， 但足球成

了输家。

这场强强对决演变成了一出闹剧，

令全世界球迷瞠目结舌———开赛第 7

分钟 ， 巴西卫生监督局官员强行闯入

球场 ， 以部分阿根廷球员违反当地防

疫政策为由， 叫停了比赛。

国际足联 （FIFA） 一天后打破沉

默， 发表声明称对此事 “表示遗憾 ”，

“这让数百万球迷无法观看世界上两支

最重要的足球强队之间的比拼 ”。 现

在， 官方报告已送达国际足联 ， 将由

纪律委员会进行分析 ， 在 “适当时候

作出决定”。

当地时间 9 月 5 日下午 ， 在圣保

罗的科林蒂安体育场 ， 这场明星云集

的比赛刚刚开始 ， 一队身着西装的巴

西卫生监督局官员突然冲入球场 ， 打

断了比赛 。 此时 ， 阿根廷队效力于英

超阿斯顿维拉队的门将马丁内斯 ， 以

及热刺中卫罗梅罗和前卫洛塞尔索正

在场内比赛 ， 这三名球员和另一名效

力于维拉的阿根廷边锋布恩迪亚被控

违反了巴西政府的防疫规定 。 巴西卫

生监督局官员称 ， 阿根廷队于 9 月 3

日抵达巴西 ， 但四名来自英超的球员

在入境巴西时没有如实填写相关信息，

他们只申报了 14 天内到过委内瑞拉 ，

却没有写明自己来自英国 。 根据巴西

规定， 过去 14 日内经过英国、 南非和

印度的外国旅客在入境巴西后必须隔

离 14 天。

阿根廷球员陆续被带回休息室 ，

而队长梅西 、 巴西队球员以及双方教

练仍聚集在场边讨论 。 显然 ， 梅西对

这一突发事件非常不满 。 “他们既然

让比赛开始 ， 为什么又在五分钟后就

喊停？” 梅西在现场直言， “我们已在

球场一个小时了 ， 他们可以早点告诉

我们。” 当地时间下午 5 点， 即比赛开

始一小时后， 官方正式宣布比赛中止。

在离开科林蒂安体育场五小时后，

阿根廷全队登上了返回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飞机 。 但四名涉事的英超球员还

需要面对一段多舛的旅途 ， 四人在 9

月 6 日从阿根廷飞赴克罗地亚 ， 并在

当地滞留一周左右 ， 然后才能重返英

国。 这样曲折的路线是为了规避英国

的防疫规定 ， 如从南美直接回到英格

兰， 将必须接受 10 天酒店隔离， 球员

的身体状态会大受影响。

阿根廷球员的特殊经历与整场风

波， 其实都与英国防疫政策直接相关。

英国政府制定了一份疫情国家与地区

“红名单”， 凡是从 “红名单 ” 地区入

境英国者都将遵守严格的隔离政策 ，

而南美洲所有国家都不幸在列。

这一规定引发了足球世界的冲突。

如果俱乐部放球员归国参赛 ， 即使不

考虑身体恢复等因素 ， 球员回英格兰

的旅途加隔离就将接近两周时间 ， 至

少错过本队三到四场比赛 ， 并且结束

隔离后又将面临下个月的国际比赛日

窗口 。 英超联盟 8 月发表声明称 ， 俱

乐部 “虽不情愿但一致地” 决定， 在 9

月国际比赛日期间 ， 不放球员参加在

“红名单” 地区举行的比赛。

西甲等顶级联赛也效仿了英超的

这一决定， 但被国际体育仲裁庭推翻，

而英超的决定因有本国政策的现实问

题， 而无法动摇 。 巴西队是受英超政

策影响最大的球队 ， 有多达九位在英

格兰俱乐部效力的球员无法回国参赛，

其中多人是绝对主力。

但并非所有英超俱乐部都是铁板

一块 。 阿斯顿维拉为两位阿根廷人马

丁内斯和布恩迪亚开了 “绿灯”， 该队

与阿根廷足协达成协议 ， 允许他俩代

表阿根廷队出战世预赛 ， 但必须在打

完与巴西的比赛后立即返回 。 而洛塞

尔索和罗梅罗则没有得到所在俱乐部

的许可 ， 热刺认为他俩和哥伦比亚国

脚桑切斯都属于私自离队 ， 将对这三

名球员予以罚款。

其实正如梅西所说 ， 在阿根廷队

入境后 ， 巴西方面就已经得知了四名

球员的情况 ， 赛前有关将对这四人予

以临时禁赛的传言早已传开 。 目前外

界无法知道 ， 为什么巴西有关部门一

定要等到比赛开始后才施以如此粗暴

的方式打断比赛 。 阿根廷门将马丁内

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机场接受采访时

说， 这是一场因 “政治干预 ” 而被中

止的比赛。

这场闹剧凸现了俱乐部 、 各足协

和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 。 国际足联主

席因凡蒂诺 6 日在言语间表达了对部

分国家和地区防疫政策僵化的不满 ，

“自去年以来 ， 我们一直努力与俱乐

部 、 协会和政府间寻求妥协 。 中途打

断比赛实在太疯狂。” 但无论是英国还

是巴西政府都有自己的立场 ， 因凡蒂

诺的批评无法改变现状。

足球世界正在试图逐渐恢复常态，

但在疫情于世界范围内仍无法得到有

效控制的背景下 ， 这场因防疫政策而

导致的矛盾 ， 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解

决。 而 10 月、 11 月都设有国际比赛日

窗口 ， 国际足联的当务之急是避免发

生第二、 第三出闹剧。

■本报记者 吴姝

由内马尔与

梅西 （右 ） 两大

巨星领衔的世预

赛巴阿之战 ， 在

巴西防疫官员的

干预下被迫中止。

视觉中国

连败不出预料，但至少过程中有了亮点
世预赛十二强赛次轮，中国男足以 0比 1不敌日本队

国足与日本队之战前60分钟，始

终站在场边的李铁不停通过大声喊叫

指出队员们的不足， 但这种努力无法

改变两队间的实力对比， 以及中国队

全面被动的境地。直到第63分钟，在李

铁一口气将阿兰、 洛国富和蒿俊闵换

上场后，中国队终于能逐渐控住皮球，

并将一边倒的比赛带回均势局面。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预赛十二强赛第2轮中，中国队

不出预料地以0比1不敌日本队， 遭遇

连败， 但比赛过程多少让人看到了一

点希望，也为接下来对阵越南、沙特和

阿曼的比赛，提供了更多的参考选择。

相比上轮对阵澳大利亚， 国足此

役调整首发阵容：李昂换下于大宝，与

张琳芃、蒋光太组成三中卫；尹鸿博替

代张稀哲，在中场搭档吴曦、金敬道。

改打五后卫阵型， 充分显示了国足教

练组的战术态度———全力防守。 从实

战来看，这一改变并未起效。从比赛伊

始，中国队就全面处于被动，日本球员

凭借出色的个人技术和良好的战术素

养， 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将国足压制在

本方半场。仅前45分钟，日本队便获得

了14次射门机会， 并由大迫勇也在第

40分钟接伊东纯也的传中打破僵局。

如果李铁不在第63分钟派出麾下

全部归化球员， 同时将阵型改为更平

衡的433， 国足恐怕将迎来又一场大

败。 上场后出现在中场的阿兰展现出

一定的控球能力， 帮助球队赢得更多

进攻机会， 而洛国富则利用身体优势

在中前场凶狠逼抢。 国足整体表现有

了较大改观后， 日本队的配合失误也

逐渐增多， 有效进攻大幅减少。 下半

时，日本队的射门次数只有4次（1次打

正），控球率也降低到60%左右 ，而上

半时该队控球率高达惊人的78%。

平心而论， 若李铁从一开场就派

出全部四名归化球员， 国足也不是日

本队的对手，输球仍是大概率事件。但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阿兰和洛国富的

登场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变化。 遭遇开

局连败令人沮丧， 但毕竟十二强赛还

有八场比赛， 李铁接下来如何用好归

化球员， 让国足在更多比赛时间内展

现出积极性，或许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暧昧结局，各取所需
国足输给日本队的结果 ， 并不意

外。 0 比 1 的比分， 已经让不少中国球

迷可以抱有最低限度的满意。 而这场比

赛上下半时表现出的内容颇为撕裂。

上半时比赛， 中国队控球率 22%，

传球成功率不足 45% ， 射门比 1 比

14———这唯一的一次毫无威胁， 而对手

的 14 次射门里 ， 除了制造一个进球 ，

还命中两次门柱。 如果隐去队名， 只看

数据的话， 或许会以为这是一场发生在

四十强赛中的强弱对话。

事实上， 前 45 分钟的场面比数据

更让人煎熬。 不能说出场的中国球员们

不努力， 大部分时间内， 中国队还算能

保持住较为紧凑的防守阵型， 队员尽力

在自己的防区内不让对方轻松起脚， 尽

管他们的动作看起来都比日本球员慢半

拍。 沦为半场攻防演练的比赛， 通常不

会出现冷门的结果， 悬念只是在于强者

能赢几个球罢了。

上半时所展现的内容， 已经将一个

事实表达得非常清晰———中日两队不是

同一个等级的队伍。 但易边再战， 形势

却有了变化。 尤其当第 63 分钟， 李铁

接连换上阿兰 、 洛国富和蒿俊闵三人

后， 中国队将以守为主的 532 阵型改回

一直以来所磨练的 433， 将比赛拖入均

势之中。

日本队也开始出现失误， 并且回到

了上一场被阿曼爆冷时的拖沓节奏之

中。 国足没让对手踢得舒坦， 但也无法

制造出任何直接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

除了下半时前段连续两脚被封堵的射

门， 在这一关键数据上毫无作为。 简单

来说 ， 后 45 分钟其实是提前进入的

“垃圾时间”。

这场比赛最终让所有人都能各取所

需。 日本队拿到了最需要的 3 分， 主帅

森保一暂缓下课危机； 李铁的队伍从比

分里赢得了一些尊严， 不至于令士气一

泻千里； 一部分中国球迷从下半时看到

了希望， 而另一部分则可以用上半时的

表现来证明这支中国队与强者的差距。

既然如此， 有关国足的争议还会持

续下去， 但不会有任何确切的答案。 10

月 7 日对越南一战， 不再会有如此暧昧

的结局 。 毕竟 ， 中国足球自知不如日

本， 但目前还认为高于越南。 是骡子是

马， 到那时候总该有个说法。

■本报记者 沈雷

日本球员久保建英多次威胁颜骏凌把守的球门。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