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姆斯特朗禁药事件中!"污点
证人#获得减刑$

据美国媒体!"日晨报道!因在协
助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调查七届环法
冠军兴奋剂案中提供证词和证据!#

名阿姆斯特朗的前队友受到宽大处
理$ 这#名阿姆斯特朗的"涉案%前队
友分别是欣卡皮&丹尼尔森&列维&克
里斯蒂安和扎布里斯基$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说!如果他们
在这次阿姆斯特朗兴奋剂案中不能
提供协助的话! 将分别受到至少"年
以上的禁赛处罚$如今!上述#人的处
罚已从至少"年减少到半年$

列维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
时表示)*我本来可以早一些站出来$

但这样做除了结束我的职业生涯之
外还有什么用+我站出来讲述我的故
事!解决不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

而阿姆斯特朗本人则表现得异
常平静!他!!日在网上写道)*今晚我
干了些什么+ 我和家人在一起!没有
受到影响$ %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日公布了一
份长达!$$$页的有关阿姆斯特朗使用
兴奋剂的调查报告!将许多*压倒性%

的证据展现在公众面前$ 阿姆斯特朗
这位七夺环法大赛冠军的传奇车手!

似乎再难逃脱*骗子%的定性$

而阿姆斯特朗的辩护律师赫尔
曼则就%&'('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提
出了质疑)*泰格特的声明证实了

%&'('所谓的,合理决定-只是单方
面的说法!就像是一份纳税人资助的

小报!不断地重复着一些旧的&未经
证实的和不可靠的指控$ %

在!"日进行的一场足球友谊赛
中!巴西队以))$横扫亚洲劲旅伊拉克
队$ 时隔两年后重回国家队的卡卡本
场比赛表现出色!为球队打进一球$

本场比赛是皇马中场卡卡自"$!$

年南非世界杯后再次披上国家队战
袍! 他在比赛第*+分钟突入禁区后小
角度抽射破网! 攻入了巴西队本场比
赛的第三粒进球$

"我感觉很棒!能重回国家队与这
些年轻球员们一起踢球! 我非常开
心!%卡卡赛后表示$

近期表现抢眼的巴西中场新星奥
斯卡本场比赛同样有着不错的发挥!

他在第"!分钟和第")分钟两度为巴西
队建功$

今夏以#$$$万欧元加盟俄超新贵圣
彼得堡泽尼特队的于尔克在第#,分钟破
门得分! 为巴西队将场上优势扩大到四
球$ 此后!另两位巴西天才球员内马尔和
小卢卡斯不甘人后!各自打入一球!最终
"五星巴西%取得了一场六球大胜$

伊拉克队的现任主帅是巴西传奇
巨星济科! 他在下半场总共更换了五

名球员!希望能提升球队的比赛状态!

但最终伊拉克队还是遭遇一场惨败!

不过似乎济科对此结果不以为意$

"如果我们输给冰岛队六个球!那
我肯定非常担忧! 但输给巴西队这么
多并没有什么问题!%济科说$

巴西队以东道主身份直接晋级
"$!*年世界杯决赛圈! 没有预选
赛任务的巴西队希望通过热
身赛来保持状态$他们将在!+

日的友谊赛中面对另一支亚
洲劲旅日本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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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 "$!"奥迪-./0012杯高
尔夫锦标赛中国区总决赛在海南万
宁神州半岛神州高尔夫俱乐部完美
收杆$获得'组和3组的总冠军!将于
!!月代表中国参加于南非举行的全
球总决赛! 与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选手为全球总冠军的称号展
开激烈角逐$ 至此! 历时)个月的
"$!"奥迪-./0012杯高尔夫锦标赛中
国赛区的比赛圆满收官$

自"$$*年进入中国以来! 经过,

年的高速发展!奥迪-./0012杯高尔夫
锦标赛在规模和专业性上独领风骚!

已吸引近#万人次参与其中! 成为国
内目前同类比赛中规模最大&赛季持
续时间最长& 发展最迅速的赛事$

"$!"年"奥迪-./0012杯%在!*4家奥迪
经销商的积极参与下!在全国)$个重
点城市分#条线路同时展开!!$$场比
赛共计吸引了近!$5$$$名业余高尔
夫球选手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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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岁费德勒第一次踏进上海
大师杯的赛场时! 他就被外界一直认为是
未来的统治者! 尽管当时的他在半决赛输
给了同岁的休伊特.十年之后!4!岁的费德
勒早已经成了上海的常客! 在这里享受着
*统治者%的欢呼和追捧!而此时的休伊特
却早早完成了*一轮游%!泯灭在百名开外
的众人里$

时光荏苒! 八年!4$$周! 世界第
一! 当费德勒!!日晚以*))&+))和))$

逆转战胜同胞瓦林卡!晋级上海劳力士
大师赛八强后! 他的统治册上又添上了

新的一笔) 占据世界第一总时间达到4$$

周.职业生涯总胜场达到6+$场!追平阿加
西!并列史上第五$

费德勒将在下周继续留守世界第一!那
就意味着他积累的世界排名第一周数!将达
到4$$周$ *显然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数字!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从没想过自己能达
到这样的高度$ %费德勒大方地袒露年少时

自己的想法!*当时我只希望自己能顺利在
巡回赛上立足!参加温网!或者将来有机会
成为世界第一$现在我已经在世界第一的位
置呆了4$$周之久!听起来真的很不可思议$

这也许是我职业生涯最伟大的成就!毫无疑
问!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回忆起"$$*年"月"日首次登上世界第
一!费德勒说)*我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其实
登上世界第一之路并不是一路畅通! 我记
得在蒙特利尔/"$$4年0对阵罗迪克时!我
本有机会争夺世界第一! 可惜我输掉了那
场半决赛$ 当我赢得温网&总决赛和打进澳
网决赛后!我才实现这个目标$$ #

而眼看着同时代的没落! 眼看着德约
和穆雷的青春崛起!4!岁费德勒却依然在
延续着传奇! 正如穆雷对他的评价)*阿加
西也打到4$多岁! 但费德勒能够连续!$年
保持那么顶尖的状态! 这是网球历史上绝
无仅有的$ 希望我到4!岁时! 也能像他那
样!可这真的太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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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季中超联赛结束后! 大连
实德与大连阿尔滨将合并! 组成新
的球队征战中超$

近日!两支大连中超球队将合并
的消息被炒得沸沸扬扬$ 据了解!实
德和阿尔滨合并已成定局!由于大连
市政府希望延续八冠王的辉煌历史!

尽管是阿尔滨收购实德俱乐部!但重
组后的球队不会出现阿尔滨的字眼!

很可能将以*大连足球队#的名字继
续征战中超!球衣胸前也将继续印有
象征冠军的八颗金星$

自接手当初的大连万达之后!

实德延续了前者的冠军血脉! 四次
夺得中国顶级联赛冠军! 使得球队
成为了现今中国足坛在顶级联赛中
夺冠次数最多的八星之师$ 但实德
集团今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
机!已经无力经营球队!将退出中国
足球的舞台$

传出实德将要转让球队之后!红
牛集团一度想要接手!但由于需要把球
队迁往其他地方! 被大连市政府叫停$

最终!阿尔滨集团得以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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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卡塔尔足协技术顾问的前荷兰队
中场罗纳德1德波尔近日表示!他认
为"$""年卡塔尔世界杯放在冬天举
办更合适$

此前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曾表
示!出于对球员身体状况的考虑!他
希望"$""年世界杯能放在冬天进
行! 不过这一建议遭到了卡塔尔世
界杯组织方的反对$

然而! 对于曾经当过球员的德
波尔而言! 普拉蒂尼的建议具有合
理性$ 日前在一次卡塔尔足协的会
议上!德波尔说)*对我而言!最理想
的情况是比赛在冬天进行! 对球迷
而言也是如此$ %

德波尔表示! 他从一开始就曾
向足协官员建议把"$""年世界杯放
在冬天进行$

*我们需要团结一致!以找到解
决方案!%德波尔说$

aEbcdXYefghijk&""l"mnef

a\: opqr

stu:vGw#xy$

@z{|}vGw~�# ��$ ��&6���

!

2x�k�2

在美国反兴奋剂组织公布的
!$$$页调查报告中! 赫然出现了西
甲豪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名字$

自称曾同巴萨俱乐部有过合
作的莫拉尔5 这次被美国反兴奋剂
组织指控向自行车手注射促进体
力的红细胞生成素和睾丸素!给他
们开具虚假处方!提供人造荷尔蒙
等禁药$

莫拉尔在自己开设的医疗中
心官网上称!在"$$42"$$*赛季曾
和巴塞罗那以及巴伦西亚两支球
队合作$

巴萨很快回应说他们查阅雇
佣记录后!确认莫拉尔*从未出现
在员工工资单中%$ 但他们不能保
证莫拉尔的医疗中心曾临时和巴
萨或个别球员合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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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总奖
金为4!#4!5)$$美
金的'78!$$$大
师系列赛上海劳
力士大师赛展开
了 !9*决赛的争

夺$ 头号种子费德勒虽然一度浪费赛点!但
还是以))49))*直落两盘淘汰克罗地亚新秀
西里奇!拿到了最后一个四强席位$ 4号种
子& 新科美网冠军穆雷遭遇捷克老将斯泰

潘内克强有力的阻击!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
穆雷最终顽强的实现逆转!以*))9))"9):4连
续三年迈进半决赛$费德勒和穆雷成功会师
半决赛$

"号种子& 塞尔维亚天王德约科维奇延
续着近来出色的状态!在与德国名将哈斯的
较量中虽然小遇挑战!并一度浪费*个赛点!

但仍以))49))4顺利过关! 时隔两年重返上
海四强$ 半决赛上小德的对手将是伯蒂奇!

后者以))49+));*<击败特松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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