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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新闻发布会上，英国一喜剧演员手持两叠假钞讥讽腐败行为

布拉特遭“美元雨”袭击

7 月 20 日，出席会议的布拉特突遭“美钞雨”。新华社/路透

没有比布拉特陷入“美元雨”更
世界杯等大赛主办国时，大肆收受贿
能讽刺国际足联的腐败现状了。一
赂的腐败行为。
名英国喜剧演员 20 日冒充记者，大闹
眼见布罗德金表演而惊慌失措
布拉特的新闻发布会，将假美元纸币
的布拉特对着门口大喊：
“ 保安，保
抛向布拉特。
安。”保安随即进场，当被保安拉出发
在主持国际足联执委会议、确定
布会现场时，布罗德金拿起假美元，
明年 2 月 26 日举行国际足联特别大
向布拉特头上抛去，布拉特顿时陷入
会选举新主席后，布拉特举行新闻发 “美元雨”中，表情惊恐和尴尬。在美
布会，这是自他今年 6 月 2 日宣布将
国和瑞士司法部门继续调查国际足
辞去国际足联主席职务后首次面对
联腐败案之际，这一场面，堪称现今
众多媒体。当布拉特坐定、发布会准
国际足联的最佳写照。布罗德金曾
备开始时，坐在前排、胸口佩戴媒体
多次搞笑，闯入演唱会舞台，2014 年
证的英国喜剧演员西蒙·布罗德金手
英格兰队飞赴巴西参加世界杯时，他
持两叠假美元纸币径直走向布拉
假冒英格兰球员试图混上专机，结果
特。只见布罗德金将假美元放在布
被球员识破。国际足联分析，布罗德
金能混入这次发布会现场，可能是从
拉特面前的桌上，并说道：
“ 这是朝鲜
2026 年世界杯申办方给的钱。作为
注册媒体拿到了现场媒体证。
朝鲜申办大使，我很高兴与国际足联
在布罗德金被带离现场后，布拉
做成这笔交易，朝鲜将主办 2026 年世
特定了定神说：
“这里得先清理一
界杯赛。谢谢布拉特先生，就像我们
下。”随后离开发布会现场，工作人员
将散落的假美元清理干净。约 10 分
私下说好的，这点钱够了吧。”布罗德
金此举是讥讽国际足联高官在决定
钟 后 ，布 拉 特 重 返 发 布 会 现 场 。 此

国安官方宣布张呈栋租借巴列卡诺

中国铁人三项女选手刘莉嘉

中国留洋西甲第 1 人诞生
7 月 21 日，国安俱乐部官方微
博宣布正式租借张呈栋至西班牙甲
级联赛球队巴列卡诺，将代表巴列
卡诺队出战 2015-2016 赛季西甲
联赛，租借期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
张呈栋将在 21 日启程前往西班牙，
成为登陆西甲第一人。
国安俱乐部在微博中感谢张呈
栋在北京国安为球队做出的贡献，
预祝他在新一段的职业生涯中好
运。我们为你加油，
等你归来！
20 日晚与上港的榜首战是张呈
栋远赴西甲前，在国安的最后一场
比赛，他带伤出战打满全场。赛后，
近 5 万名现场球迷为张呈栋送别。
到工体观看比赛的国家队主教练佩
兰也和张呈栋交谈，并给与他一些
建议。佩兰称，以后去看西甲的时
候，会去探望张呈栋。

对于张呈栋来说，超强的语言
能力无疑成为其留洋的首要优势，
19 岁时小张就闯荡葡萄牙，曾经在
葡萄牙联赛踢过 3 年多球，虽说葡
语和西班牙口语发音不同，但规律
相同，熟练掌握葡萄牙语的张呈栋
学习西语可谓十分容易，再加上张
呈 栋 性 格 外 向 ，沟 通 起 来 问 题 不
大。正是源于外向奔放的性格，张
呈栋在第一次留洋时便早早融入所
效力的球队，并在短时间内解决了
语言关，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出场
机会，甚至语言优势还帮助他在卡
马乔时期的国家队都得到西班牙教
头的青睐。
另外在战术打法上，巴列卡诺
重传控、强调进攻，张呈栋的特点
是速度快、冲击能力强，前插意识
好，十分符合巴列卡诺主帅赫梅斯

在瑞士备战遇车祸昏迷

张呈栋
的战术理念。另外张呈栋在此前
留洋期间位置司职前锋、中锋，在
国安则活跃在边路，打过右边锋、
右前卫，在佩兰的国家队在右后卫
表现也不错，可谓十分全能，这也
为他在巴列卡诺的出场机会提供
了重要保障。
（新体）

马刺续约吉诺比利 “GDP”传奇延续
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20 日宣布，
已经和阿根廷老将吉诺比利正式续
约，但未提及合同的细节条款。
上赛季 NBA 季后赛马刺首轮
被快船淘汰后，吉诺比利曾萌生退
役的想法。时年 37 岁的老将在上赛
季中每百回合有五次失误，是职业

生涯最多。
但队友邓肯继续为马刺征战
的决定以及主帅波波维奇的极力
挽留改变了吉诺比利的想法。球
队以四年超过 8000 万美元的合同
签下开拓者核心阿尔德里奇也让
他看到了下赛季争取第五个总冠

军的希望。
吉诺比利与邓肯和帕克是 NBA
历史上最令人胆寒的三人组之一，
保持着季后赛三人联手拿下 120 场
胜利的 NBA 纪录。随着邓肯与吉
诺比利的留守，
“GDP”组合的传奇
仍将继续。
（据新华社）

男科包皮整形术

包皮过长、
包茎的危害越来越受广大患者的
关注，
其治疗的重要性早已深入人心。近日，
前
来做包皮治疗的患者与日俱增，
专家奉劝：
此病
百害而无一利，治疗包皮包茎刻不容缓，宜早
治！广大患者应当机立断，
千万别让它遮住你的
“性”
福！防患于未然，
切除包皮，
一劳永逸。
正常的阴茎症状是不管阴茎疲软或勃起，
龟头都是全部外露，
否则属于包皮过长或包茎。
其危害有以下几点：
1、
阻碍发育：
导致阴茎发育
不良、
短小；
2、
极不卫生：
夹毛、
潮湿、
腥臭难闻；
3、
易得生殖泌尿感染性疾病：
如龟头炎、
菌感染、
尿道炎、
前列腺炎、
湿疣、
疱疹；
4、
影响性功能：
阳
痿、早泄、遗精：5、嵌顿包茎：同房时会撕裂、出
血、
疼痛难忍，
严重嵌顿水肿者易感染，
甚至引起
龟头坏死；
6、
结石：
形成包皮结石；
7、
阴茎肿瘤：

7 月 19 日，瑞士苏黎世当地有
着极高口碑的铁人三项赛（IRONMAN 大铁赛）如期举行，但唯一的
中 国 女 选 手 刘 莉 嘉（Lucia）没 有 出
现。当晚，他的德国丈夫表示，刘莉
嘉因为备战比赛时遭遇惨重车祸，
大脑严重受伤，
处于昏迷状态。
刘 莉 嘉 的 丈 夫 Holger 写 道 ：
“各位，自莉嘉 （Lucia） 在苏黎世
备战铁人三项赛时遭遇了惨重的车
祸，大脑严重受伤，而颈部、脊柱
以及下颌骨也出现了多处骨折，并
且处于昏迷状态。希望她能尽快苏
醒、痊愈，这是她人生中最重要的
一场战役，请与我一起为她祈祷。”
20 日上午，来自刘莉嘉家乡的
媒体 《华西都市报》 也在其微博上
证实了这一 45 岁的铁三迷所遭遇的
不幸。在 Lucia 的微博留言板上，
已满是人们的祝福与祈祷。
刘莉嘉是铁三圈的传奇女性。
圈内人形容她有着小麦肤色与挺拔
身材，但说话时却细声细语，脸上
也总挂着淡淡的腼腆微笑。
大学时代，刘莉嘉曾是校游泳
队的一员。然而毕业后，职场的忙
碌却让她的身体难堪重负。为了改
变，刘莉嘉从最初的只跑 3 公里到
后来的狂奔 10 公里，并开始尝试户
外徒步、骑行瑜伽。
2000 年，30 岁的刘莉嘉成为

男人夜尿多
女人尿失禁
快看这本书

老年易患阴茎癌；
8、
包皮手术 VS 艾滋病：
可降
低感染艾滋病的机率；
影响女性生殖感染：
使女性得妇科疾病，
是诱
发宫颈癌变的重要原因。
以上各类危害都在说明：
留着包皮包茎，
百
害而无一利，
将会后患无穷！
海南曙光医院为您量身定做，
采用韩式微
男人尿频、尿急、夜尿频多，女人尿失
雕绣式包皮环切术，
10分钟一次解决！优点：
无
禁，
不是
“老”问题，不但严重影响中老年
痛苦，
不开刀，
不住院，
随治随走，
无后遗症。术
“生活”质量，还容易诱发
后表面美观整齐，
可促进阴茎二次发育，
既利人 人的正常睡眠和
又利己。多年来，
在海南成为最受欢迎的包皮手 38 种心脑肾慢性疾病，缩短 5-8 年的寿
有人说了，这补肾的药也吃了，治前列
术医院之一，
获得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包皮一 命。
腺的药也服了，
就连壮阳的都弄了，可这
生只治疗一次，
劝君慎重选择。做包皮到曙光，
就是管不住，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病
琼医广 2014 第 08-11-01 号 “尿”
我们更专业！

▲暑假手术费半价优惠！

海南曙光医院 地址：海口市蓝天西路15号（南航天桥旁）

预约热线：6673 7120 QQ 咨询：138 626 120 网址:www.0898sg.com

时，他又气定神闲，开玩笑说：
“ 我刚
才与我去世的母亲通了一次话，她老
人家说，不要理会这些，那是一个没
有教养之徒。”
对于明年 2 月 26 日国际足联大
会选举新主席，布拉特明确表示：
“我
不会成为候选人。”这也意味着，布拉
特担任国际足联主席还可以有 7 个月
时间。安排在明年 2 月选举新主席，
对于布拉特可谓是一次胜利。欧足
联原本希望今年 12 月选举，但是布拉
特利用各种关系，将选举日定在明年
2 月，使自己在国际足联主席宝座上
可以多坐两个月。
目前看来，现任欧足联主席普拉
蒂尼是国际足联新主席的热门人选，
他已得到欧足联、亚足联、北中美洲
足联、南美足联的支持。普拉蒂尼将
在两周内决定是否参选。前国际足
联副主席、韩国人郑梦准 21 日也称，
他正在考虑参加明年 2 月 26 日举行
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
（黄永顺）

怎么就治不好呢？
最新医学研究发现，尿频、尿失禁的
根源是肾腺、尿腺、性腺三大腺体同时“生
病”，传统疗法只治其一容易反复，所以必
须三腺同治。

刘莉嘉
了杭州山地半程马拉松赛上的唯一
女性。2014 年，44 岁的她则在英
国 IRONMAN 铁人三项赛中完赛，
成为首位征服海外大铁人赛的中国
女选手。
在刘莉嘉的世界里，铁人三项
已成为难以割舍的情怀。她的微博
相册中，几乎每张照片都在记录
Lucia 闯荡各地，奔跑、骑行、游
泳的瞬间。即便有时她的腿脚也会
伤痕累累，却依然从不停歇。
（赵永杰）

日前，众多国内权威医学专家，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终于在河北内丘
（扁鹊故里），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植
物，它的果实宛若人的肾脏，内含脂
肪酸、鞣质、抗菌肽，维生素和微量元
素硒、钙、锌、铬等物质，
《名医别录》
中记载其具有“温补肾肝、固精、缩
尿”之效，用西医的说法就是三腺同
治，吃上三五天就好转，月余尿频尿
急尿失禁逐步消失。
那 么 ，这 种 神 秘 的 植 物 到 底 叫 什
么？到哪才能买到这种果实呢？今天，您
一分钱不用花，只需打个电话，一本《巧
吃豆方治尿频》的权威著作就能免费送
到家，坐在家里教给您治好尿路问题的
好方法。
（本次活动仅限 500 本，先到先
得，领完为止！
）
免费申领热线

400-107-6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