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5月8日，在亚
足联第27届全体代表大会
上，经大会一致通过，中国
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张剑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任
期为2017至2019年。

这是继张吉龙之后，又
一位跻身国际足联高层的
中国足球人。此次与张剑同
时当选国际足联理事的还
有韩国足协主席郑梦奎以
及菲律宾的马里亚诺·阿拉
内塔。中国足协声明指出，
张剑的此次当选，将有利于
为国内足球运动发展创造
良好的外部环境，也向亚洲
和国际足坛展现了中国足
球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发挥
自身作用的良好形象。

51岁的张剑是山东省
泰安市人，法律社会学专业
学士学位。他曾任中国法学
会体育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政
策法规司司长。 新体

张剑跻身
FIFA决策层

野牛 4 年 6 斩国安

有一些球员在对阵特
定的一支球队时经常进球，
绰号“野牛”的阿洛伊西奥
在河北华夏幸福客场 4 ：1
大胜北京国安的比赛中梅
开二度，这是他时隔近两年
之后再次在与北京国安的
比赛中打入两球。近 4 个赛
季，阿洛伊西奥在中超赛场
上累计 6 次攻破北京国安
的球门，专杀北京国安。

2015 赛季中超第 7 轮，
山东鲁能主场迎战北京国
安。阿洛伊西奥在这场比赛
中梅开二度。此外，2015 赛
季，阿洛伊西奥在客场与北
京国安的比赛中也取得了
进球。2014 赛季，山东鲁能
主场 2 ：2 战平北京国安，
阿洛伊西奥也取得了进球。
阿洛伊西奥在过去 4 个赛
季里 6 次在中超比赛中攻
破北京国安球门。 新体

2026 世界杯名额
亚洲获 8 . 5 席

中超速递

鲁能球员肇事逃逸？
警方回应：没这事儿

9 日晚,一则鲁能球员驾驶
无牌车辆交通肇事逃逸,辱骂民
警阻碍执法的帖子在微信朋友
圈和网络流传,称鲁能现役球员
吴某涵肇事逃逸阻碍执法。历下
交警大队表示,吴某的确驾车与
电动车发生了纠纷事故,警方目
前已将双方车辆扣留进一步调
查核实。民警处置过程中,吴某怀
孕的妻子情绪比较激动,但吴某
本人比较配合调查,不存在阻碍
打骂交警阻碍执法的情况。

据网传，吴某涵开着无牌
的黑色卡宴撞了一个骑电动车
的人，交通事故发生后，卡宴副
驾驶一名怀孕女子情绪激动，
态度嚣张，随后卡宴强行逃离。

民警表示，网传的内容夸
张成分居多，吴某涵驾驶的的
确是一辆无牌照车,但属于未挂
牌的新车 ,依法张贴有临时号
牌,临牌也在有效期内。

而与电动车主的纠纷，因
为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走快处
快赔程序,警方依法将双方车辆
暂扣 ,做进一步的调查 ,在调查
结果出来之前无法判定是否属
于交通肇事逃逸。

此外，吴某涵的怀孕妻子
当时情绪确实比较激动，但吴
某涵本人比较配合交警调查工
作,后期也对其妻子进行安抚劝
说 ,并不存在阻碍执法的情况。

据《齐鲁晚报》

硬气鲁能化身“中超马竞”

亚冠出线 恒大的磨难却刚开始
□记者 谢新奥

谁也不曾想过，如今中超
联赛排名第一的恒大，反而成
为亚冠赛场上最后一个晋级的
中国球队。当小组赛全部结束，
回过头看恒大的战绩，才发现
恒大能够出线，真得感谢运气。

这种运气首先体现在抽签
上，小组内唯一的对手就是水
原三星。毕竟，香港东方只是一
支送温暖的球队，替补出战的
川崎前锋也被认为没有一战之
力。结果 6 场比赛，恒大虽然一
场未输，却也只赢了东方两场

球，其他全都是平局。说白了，
如果不是同胞送温暖，恒大本
赛季亚冠的命运估计和上赛季
一模一样。

也许恒大球迷会想，只要
出线就行了，关键时刻保守一
点也很正常。就算是小组第二
出线又能如何，以恒大的底蕴，
难道会惧怕任何一支球队。

话当然可以这么说，但是
从往年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改制后的亚冠联赛，所有获得
冠军的球队，在小组赛阶段都
是第一名。

这样的分析带有一定玄学

成分，但事实就是如此。就算是
恒大自己，在 2013 赛季和 2015
赛季两夺亚冠冠军时，小组赛
同样也是第一名。

从中超球队的情况看，如
果能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
基本都能稳定拿到八强席位，
从 2012 年到 2016 年这 5 个赛季
来看，除去北京国安在 2015 年
拿到小组第一，却遗憾止步十
六强外，其余球队只要拿到小
组第一，最少也能闯入八强。

所以说，以小组第二身份
出线的恒大，之后的路可没那
么好走。

□记者 谢新奥

主场迎战广州富力，鲁能 3:
0 大胜。赛后，富力主帅斯托伊
科维奇一语道破玄机，鲁能之
所以取胜，靠的是自身的侵略
性，也就是打得更硬朗。

鲁能的硬气，首先体现在
防守当中。铁血防守是鲁能本
赛季的立足之本，目前鲁能在 7
场比赛之后，仅仅丢了 4 个球，
是中超所有球队中丢球数最少
的，这样的防守质量固然与吉
尔的稳定发挥和戴琳的逐渐成
熟有很大关系，但更为重要的

是马加特对于球队防守的重视
程度。对阵富力的比赛中有个
细节，上半场 2:0 领先之后，马
加特并未气定神闲，而是在场
边挥舞双手，似乎非常不满。赛
后马加特也特地做出解释，他
说，他当时的确有些生气，因为
打进两球之后，队员们有一些
太过兴奋，他们试图将比分再
度扩大，全体压上忽略了防守。

现在的鲁能，很像西甲中
圈粉无数的“铁血马竞”。同样
是拼抢凶狠，同样是注重快速
反击，同样拥有快马前锋。

但是马竞也有一个毛病，

他们的拼命打法，面对强队时
往往收获奇效，可是有时候打
弱旅反而会意外落败。如此计
算，那么本赛季中超排名倒数
第一的江苏苏宁，也应该划入
弱旅阵营。客场出战江苏，鲁能
可能真的会阴沟里翻船。

毕竟江苏苏宁虽然内战外
行，但外战可是大大的内行，他
们刚刚以打破中超球队纪录的
小组赛积分，进军亚冠 16 强。更
何况，苏宁一直是鲁能苦主。苏
宁目前已经降至谷底，马上要
触底反弹。鲁能必须硬起来，阻
挡苏宁的这种势头。

□记者 谢新奥

本赛季首次首发出场，本赛
季首个中超进球，本赛季首次梅
开二度，对张弛来说，对阵富力
的比赛必然会让他终生难忘。如
今，距离那场差点断送他职业生
涯的伤病事故已过去 6 年时间，
曾经的拼命三郎终于回归，他依
旧在不停奔跑——— 只为追赶那
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自己。

[励志英雄]

30 岁的张弛一如少年

30 岁，对一名运动员来说已
经不算年轻，同样年龄的詹姆斯
早已被称作三旬老汉，打起养生
篮球。同样年龄的 C 罗也早已不
复当年灵动，转身成为一名射门
员，只有张弛，还是当年那个拼
命三郎。

上赛季，张弛成为马加特最
信任的球员之一，并牢牢占据一
个先发位置。然而好景不长，本
赛季，马加特似乎一下子对张弛
不再感冒，几场比赛下来，张弛
要么是替补出场，要么是整场都
无法觅得上场机会。

转机就出现在对阵重庆力
帆的比赛中。那一场比赛，鲁能
球员整体低迷，在疯狂的突破与
传中无果之后，马加特把张弛换
上了场。

或许马加特也没有想过，这
一次换人到底会给鲁能带来多
大的变化。然而转机立马出现，
张弛在场上显示出了自己过人
的传中天赋，仅一次精准的高空
制导就准确找到佩莱，后者稍作
调整随机一脚劲射，球应声入

网，1:1 平。可惜比赛时间所剩无
几，鲁能只能接受主场闷平的结
局。大概马加特之后也在后悔，
为什么没有让张弛早点出战。

所以，下一场面对富力，张
弛理所当然出现在了首发名单
中。这位济南小伙也没有辜负马
加特对他的信任，7 分钟之内连
入两球，成为鲁能主场获胜的最
大功臣。

励志，是张弛的第一个标
签。永远做好自己，等待机会的
出现。因为他知道，是金子总会
发光。

[断腿硬汉]

历尽苦难后一飞冲天

把时间拉回到 6 年前，2011
赛季中超首轮，那一年，张弛 23
岁，作为鲁能青训出品的杰出代
表，拼命三郎意气风发，满心想
的都是如何取胜，回馈俱乐部的
培养。

厄运也在此时降临，成都谢
菲尔连队队长李刚一记凶狠的
滑铲之后，张弛痛苦倒地。那样
的画面很多球迷至今都不愿回
忆——— 张弛整个小腿以肉眼可
见的方式断作两截。赛后诊断结
果是，胫骨与腓骨同时骨折。

这样的伤病，几乎已经可以
断送一名球员的职业生涯，即便
能够重新上场，也难以回到曾经
的高度。

如果就此放弃，也不会有如
今张弛的梅开二度。时间记录着
断腿硬汉艰难的回归之路：2011
年下半年，刚刚伤愈的张弛立刻
投入到有球训练中；2012 赛季，
张弛回归一线队，正式随队训

练；随后，在足协杯面对东莞南
城的比赛中，第 75 分钟张弛被
替换出场，正式宣告复出；2014
年中超第 14 轮，张弛在对阵富
力的比赛中首发出场。

从重伤下场到重新首发出
征，张弛用了整整 3 年时间。

硬汉，是张弛的第二个标
签。他知道，只有自己不放弃自
己，别人才不会放弃你。

[谦谦君子]

憨厚朴实的济南小伙

张弛是刚与柔的结合体。他
的刚，体现在赛场之上，奋勇拼
抢、卖力奔跑，永远出现在对
的位置上。他的柔，体现在赛
场之下，谦和有礼，憨厚老
实，不刻意争功，只做
最好的自己。梅开二度
之后，张弛并未忘乎所
以。赛后采访中，他甚
至一度试图把功劳推
出去，并一直强调自己的
进球属于“运气”。

“赛前我也没想过
能 进 两 个
球，有运
气成分在
里面。取
胜更多是大家集体的功劳。”作
为鲁能取胜的最大功臣，能说出
这么实诚的话，实属难能可贵。

如今，已到而立之年的张
弛，自言心态也已平和很多。他
说，到了自己这个年龄，心态上
更加稳定了，自己已经是老队员
了，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他都
会时刻准备着去帮助球队。

还好，在梅开二度的这一

晚，成就了最好的张弛，进球是
对他最好的回报。赛后，张弛说
全队憋着一股劲，所以才有如此
精彩的发挥。

他自己又何尝不是憋着一
股劲儿，也正是这一股劲儿，让
他在本赛季首次首发，就完成了
中超首球。伤病没有击倒张弛，
那个满场飞奔的拼命三郎，又回
来了。

三个标签 描绘不一样的张弛
北京时间 5 月 10 日，

FIFA 国际足联理事会在巴
林召开会议。会议正式确定
了 2026 年世界杯参赛名额
的分配问题，中国所在的亚
洲获得了 8 . 5 个名额。

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
2026 年世界杯各大洲席位：
亚洲正式获得 8 . 5 个席位。
国际足联在决定从 2026 年
世界杯赛开始决赛阶段比
赛的参赛队由现在的 32 队
增加为 48 队之后，曾提出
了初步分配方案，当时亚洲
获得了 8 个席位，欧洲获得
16 个席位、非洲席位 9 个、
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 6 个、
南美洲 6 个、大洋洲 1 个。
东道主自动获得一个参赛
席位，该席位占据其所在大
洲的名额。另外 2 个席位则
通过附加赛产生。 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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