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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比赛冠军王飞（左）

据新华社电 国际泳联游泳

世锦赛 28 日落幕，在闭幕新闻发

布会上，国际泳联主席胡里奥·马

格里奥尼总结说：“光州世锦赛是

最美妙的一届世锦赛， 感谢光

州。 ”

光州游泳世锦赛共吸引来自

194个会员协会，包括难民代表队

在内的 7500 多名运动员参赛，创

世锦赛参赛之最， 此外还有 43%

的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光州世

锦赛上被取得， 中国选手辛鑫在

女子 10 公里公开水域比赛中创

造历史夺冠，并获得奥运资格。

“这体现了国际泳联和 209

个会员协会的齐心协力。”马格里

奥尼说。 对于在游泳比赛期间，澳

大利亚选手霍顿和英国选手斯科

特先后两次在领奖仪式上对中国

冠军孙杨进行抗议，国际泳联执行

秘书长马库勒斯库（以下简称马

库） 指出：“我们参加世锦赛是为

了向世界展示游泳运动和我们选

手的魅力。很遗憾出现了这样的抗

议举动。 ”

国际泳联在颁奖仪式出现抗

议后及时对澳大利亚泳协、霍顿、

斯科特和孙杨进行了警告。同时，

国际泳联致信各会员游泳协会，

第一时间增补了一条运动员行为

准则新规：“运动员应该积极参与

赛事期间的所有活动， 包括且不

限于颁奖典礼、新闻发布会等。 ”

对于兴奋剂， 马库表示国际

泳联的态度始终是“零容忍” ，但

他指出部分选手对没有证据和裁

决的事情纠缠不休， 才是对游泳

运动的最大伤害。 澳大利亚选手

沙·杰克被曝出世锦赛前夕兴奋剂

检测呈阳性， 马库表示不会在最终

调查结果公布前进行评论。“她不

是本次世锦赛中因为药检不过关而

未能参赛的唯一选手， 还有其他两

位运动员没有通过检测。 任何事情

都要用证据说话。

对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即

将举行孙杨听证会，马库表示：

“我知道很多人对此有疑义，但

是一切要等听证会之后才能

说， 我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

下就判定一个人是不是违规。

这不公平。 ”

国际泳联：光州世锦赛反兴奋剂“很坚决”

据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游泳协

会首席执行官莱利·拉塞尔 28日表

示， 她对该国一名选手兴奋剂检查中

出现阳性结果感到非常失望。 而就在

当天，该国体育反兴奋剂机构（ASA-

DA）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英格斯则

批评称， 澳泳协的错误在于他们在得

知结果并对该选手临时禁赛后却没有

第一时间向外界公布真相。

澳游泳协会 27 日晚发布声明

称， 该国女选手沙·杰克在 6月 26日

的赛外兴奋剂检查中出现阳性结果。

声明中表示，按照相关规定，协会当时

在得知这个结果后， 对这名选手进行

临时禁赛， 相关人员陪她从日本的一

个训练营返回澳大利亚， 她也无法参

加在韩国举行的世锦赛。

不过，当地主流媒体《澳大利

亚人报》27 日报道称， 这名 20 岁

的选手本月初以“个人原因” 为由

退出了光州世锦赛。 当时，官员们

并没有详细说明她退赛的情况，直

到一家媒体曝出她因常规的赛外

兴奋剂检查 A 瓶样本检测结果异

常而被送回国。

拉塞尔 28日对当地媒体表示，

这个结果令澳大利亚国家游泳队、游

泳运动乃至整个国家“既失望又尴

尬” 。 她同时表示：“这不会在任何方

面改变澳大利亚泳协一贯的零容忍态

度，也不会改变我们为‘一项干净的

运动’所要继续的斗争。 ”

此外，她还表示接受媒体的批

评。 “对于昨晚（世锦赛上）我们

没有举行官方采访，而只是让（队

员）凯特·坎贝尔代表我们整个队

伍表态，我接受批评。 ”

拉塞尔解释说， 之所以没有在

当初查出阳性结果时就向外界公布

真相， 是因为泳协要遵守 ASADA

的规定，在当时需要保密。

不过，就在 28 日当天，英格斯

公开质疑称，这样的理由不成立。

“如果澳泳协认为，由 ASADA

批准的反兴奋剂政策， 禁止他们公

布杰克当时被临时禁赛的消息，那

他们是错误的。”英格斯在社交媒体

上说。 他特别列出了相关规则的全

文称，这些规则明文规定，允许澳泳

协对外公布这些信息。

英格斯就此事还接受了该国

主流媒体澳大利亚广 播 公 司

（ABC）的电视采访。 “我认为就

整件事情来看，那（没有第一时间

公布真相） 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

个部分。 这不仅是运动员，而更主

要是澳大利亚泳协。当一个运动员

被临时禁赛时，规则允许公开这个

信息。 ” 他说，“通过掩盖而不说实

话， 只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大、越

来越糟。 ”

“这提醒人们，这些药检阳性

的指控， 可能发生于任何运动员、

任何体育项目和任何国家。” 他说，

“公众们确实注意到，杰克最终说

了什么，而澳泳协几周前说过的模

糊不清的‘个人原因’ ，最后来看

成了谎言。真相需要在一开始就公

之于众。 ”

澳游泳协会掩盖真相令人失望

■新闻速递

相关新闻

澳大利亚因兴奋剂退赛选手沙·杰克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7 月

28 日，华裔 NBA 球员林书豪继续

自己的中国台湾行，在一次篮球训

练营结束后，林书豪接受了采访。

此前据欧洲媒体《Sportando》

报道，一位消息人士透露，林书豪是

莫斯科中央陆军在后卫线上引援的

头号目标。

现场小球迷询问林书豪是否

会在下赛季去俄罗斯打球，林书豪

表示：“我和我的团队还在评估，我

们会慎重考虑然后决定去哪。 我很

荣幸地收到了不少球队的邀约。 之

后会有结果，请各位耐心等待。 ”

在今日的训练营中，林书豪穿

着某国产品牌的运动装备，此前也

有消息传出林书豪可能会与该品

牌签约。林书豪此前的代言合同已

在之前到期。

现场林书豪回应了相关问题：

“我现在还没有和任何品牌签下代

言合同，所以我现在可以很自由地

随便穿鞋子，试试到底哪家的装备

最适合我。 ”

林书豪自曝收多支球队邀约

还在评估多种选择

本报讯 7 月 27 日 19:30，中甲第 19

轮， 贵州恒丰坐镇主场迎接梅县铁汉的

挑战。 贵州恒丰在都匀黔南州全民健身

活动中心，保持着主场不败的优势。 在这

一“福地” ，贵州恒丰再度稳拿三分。

上一场与梅州客家的比赛，球队 2:0

战胜对手取得胜利， 那场比赛是边后卫

杨挺的 100场中国职业联赛。 赛前 19点

10分， 贵州恒丰董事长文筱婷为杨挺颁

发 100场纪念球。

比赛刚开场， 贵州就发动快速进攻，

马格利卡杀入禁区拽倒防守球员。第 4分

钟，贵州队获得右侧角球机会，莫塔左脚

圆月弯刀角球直接破门，第 27分钟，张思

鹏化解邓宇彪单刀球。 贵州恒丰 1-0 领

先梅县铁汉。下半场双方互有攻势但均无

建树，1：0的比分保持到了最后。

27日晚， 同时开打的呼和浩特与长

春亚泰的比赛中，呼和浩特输球，这样贵

州恒丰和长春亚泰同积 33 分，距离升级

区只差一分。

下一轮比赛， 贵州恒丰仍是主场作

战， 对手是中甲排名第一的青岛黄海青

港。 而青岛黄海青港败给黑龙江 FC。 贵

州恒丰与积分榜前两名分数也在逐渐拉

近。 （杜立 文 特约记者 张晖 图）

本报讯 贵州省纪念律师制度恢复

40周年围棋大赛昨日在贵阳闭幕， 经过

两天 6 轮的积分赛，王飞、贾应华、贺红

源、 黄兴国、 王勇和李立获得个人前六

名，贵阳一队、黔东南一队和贵阳二队获

得团体前三甲。

本次大赛由贵州省律师协会举办，

比赛 27 日开幕，赛期两天，进行 6 轮的

积分编排赛，近 40 名参赛选手都是经过

各市（州）律师协会考核备案的执业律

师（含实习律师）。 本次比赛取得优胜的

选手将代表贵州省律师协会参加中国律

师围棋赛。 贵州律师曾参加了多次中国

律师围棋赛，取得过团体第四名，个人第

三名的优异成绩。

据贵州省律师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 今年是我国恢复律师制度 40 周年，

贵州律师事业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后的贵

州法治建设相伴而行， 是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体现。 围棋

起源于中国，历史上常以“琴、棋、书、

画”论及一个人的才华和修养，其中的棋

指就是围棋。 围棋又称“手谈” ，与律师

“善辨” 、“善思”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围

棋活动能提升律师的分析能力， 逻辑思

维能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纪念律师制度恢复 40 周年

贵州举行围棋大赛

比赛现场

选手因兴奋剂退赛

本报综合消息 BBC 透露，贝

尔加盟苏宁交易告吹， 皇马主动

取消了贝尔的交易， 目前看来他

将留在皇马。

原本皇马方面希望能够出售

贝尔，但在经历了美国之行一系列

的遭遇后，银河战舰或将改变自己

的计划。 阿森西奥的重伤报销，已

经对皇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如果

再放走贝尔，皇马的攻击力无疑会

大打折扣。 据西班牙媒体《每日电

讯报》透露，贝尔一直在寻求转会，

原本他与中超球会谈妥了 100 万

镑周薪的合约，但皇马主席弗洛伦

蒂诺叫停转会，“老佛爷” 认为

8500 万镑天价加盟的贝尔不该被

“如此廉价”地放走。 而这也是皇

马叫停贝尔转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在此之前， 贝尔的经纪

人曾公开表示：“齐达内不喜欢贝

尔。 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友好关系，

从来就没有。” 这也让贝尔的未来

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目前，贝尔仍

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未来归属。

媒体披露：皇马叫停贝尔转会

加盟江苏苏宁交易又黄了

贝尔

贵州恒丰1:0

战胜梅县铁汉

莫塔角球直接破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