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次绽放娜样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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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北京时间 !月 "#日晚!在法
网女单 $%&决赛中!中国金花李娜在先失
一盘的情况下逆转击败捷克希望之星科
维托娃!职业生涯首进法网八强"

面对 '号种子# 本次赛事夺冠热门之
一的科维托娃!世界排名第七的李娜以 ($

)首盘告负" 但 ('岁的李娜这次没有让对
手如愿!年初挺进澳网决赛的她以 )$$#)$"

连扳两盘!从而在红土场上也创造了历史"

一直以来!李娜都是中国网球的标杆
性名字之一!中国网球多项单打历史都是
由她书写" 从上个赛季开始!李娜更是势
如破竹!多次创造中国女网的第一次" 首
进前十!大满贯前八大种子中首次出现中
国身影"(*$$年澳网她又历史性的杀入了
决赛! 创造了中国乃至亚洲网坛的第一
次" 现在她又成功杀入法网八强!从而在
全部四大满贯赛场都至少打入过八强!此
前亚洲只有日本名将伊达公子一人曾经
有过如此辉煌的战绩"

李娜不仅刷新了自己征战法网的历史
纪录! 也给自己的成绩单再添一枚重量级
砝码! 她的世界排名接下来有望进一步提
升"现在!李娜的整体成绩完全可以比肩伊
达公子! 也许不久后的将来她将实现全面
超越!成为亚洲网坛不折不扣的第一人"

红土是李娜相对不太擅长的场地!此
前她四次出征法网!成绩较为平均!除去
(**'赛季闯入 $)强以外其他三次都止步

第三轮"今年李娜在红土赛场的表现大有
改观!自热身赛以来就连创佳绩"罗兰%加
洛斯之旅虽然也遇到了不少挫折!但还是
如愿继续下去" 在 $+&决赛中!李娜在开
局不利的情况下顺利实现逆转!报了马德
里公开赛一箭之仇的同时也终于在法网
实现了突破"

纵观历史! 李娜是第四个在法网打入
女单八强的亚洲选手" $',!年的日本选手
松和子首次在罗兰%加洛斯闯入八强!

-''!年她的同胞伊达公子不仅追平这一
纪录!还在当年法网比赛中闯入四强!这也
是亚洲女将在罗兰%加洛斯的最佳战绩"去
年! 哈萨克斯坦选手舍夫多娃也在八强中
占据一席!但舍夫多娃原籍俄罗斯!出生在
莫斯科!算作亚洲选手多少还是有点牵强"

如果李娜能够再进一步闯入四强!那
她将成为亚洲大满贯战绩最好的女子选
手!因为这将是她第三次进入大满贯半决
赛!而她又是女子选手中唯一曾经踏入过
大满贯决赛赛场的亚洲人"

放眼亚洲!李娜的大满贯成绩足以傲
视群雄!但在世界排名上面却依然落后伊
达公子所创造的第四位这一最高纪录"其
实日本老将的成绩也并非无法逾越!李娜
的世界排名还有望进一步提升" 目前!李
娜在即时排名上位列第 !! 对她构成威胁
最大的只有莎拉波娃一人!前五名已经在
向李娜招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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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 北京时间 !月 "#日晚!在法
网 -%&决赛中!中国金花李娜再次书写历
史!击败科维托娃晋级八强" 赛后李娜在
新闻发布会上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幽默!并
保留了打趣老公姜山这一传统环节"

红土赛季!李娜结束夫妻档的合作模
式!找到了新的合作教练!不过她再次重
申姜山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团队!而自己永
远也不会炒掉丈夫"提到接下来的竞争形
势! 李娜表示既然可以锁定一个八强席
位!完全也可以更进一步"

与科维托娃的比赛的确称得上是一
场苦战! 尤其是李娜在决胜盘先丢发球
局"赛后她对比赛稍做分析$&只能说比赛
可能很棘手!但并不是真的有麻烦!比赛

很艰苦!即便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可能逆
转!对手的发球实在太棒了!直到最后一
刻都是这样"我当时想她仅仅是破发了一
次!如果我反破肯定还有机会"'就是这种
心态支撑李娜连扳六局"

李娜对再次提前离场的姜山又打趣
了一番$&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也许只有
在我丈夫选择离场之后我才可以连下六
局吧.笑/" '

进入红土赛季之后! 李娜的教练不再
是姜山! 她也特别解释了为什么要做出改
变$&由丈夫来做教练有时候不好交流!过去
的三年不管是场上还是场下! 我们几乎 (0

小时都在一起!所以必然会厌倦" 我们需要
休息一下! 特别是澳网之后我的成绩并不

好!我需要更换自己的团队!目的是想要提
高自己" 所以我选择了来自丹麦的迈克尔!

我请他帮助我!现在我丈夫只是陪练了" '

李娜换教练这件事引起了媒体很大
的关注!有人甚至猜测她和姜山之间出现
了问题!国外的记者也相当八卦!好奇地
问李娜如何对姜山说出&我炒掉你'这句
话!对此李娜有些许无奈$&我并不会这么
说!这太难了!毕竟他是我丈夫#教练!现
在也还在团队中"我会努力做到永远不说
(你被炒了).笑1" '

又一次书写中国网坛的历史之后!李
娜还会再带来惊喜吗* 她自己信心很足$

&为什么不*我已经晋级了!如果可以打过
第四轮!我还能怎么说* 难道说我打得不
好吗*我不这么认为"我想说的是!我在努
力保证自己可以打出澳网甚至更高的水
准!我并不喜欢红土!但我还是晋级了" '

中国金花表示无论如何都要拼一下$&在
球场上就是要打出自己最好的网球!不管
水平如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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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气冲天”
)*

“热火狂飙”
"""!($$ 3 )*+`aKKbPc

今年的 234总决赛从对阵队伍上再
版了 (**)年总决赛!当时!热火队击败小
牛队夺冠"但今年两队阵容都有不小的变
化!此次究竟是由诺维茨基率领的达拉斯
小牛队&牛气冲天'!还是&梦幻三巨头'詹
姆斯# 韦德和波什包办的迈阿密热火队
&热火狂飙'*

攻强守弱的小牛队能接连淘汰开拓
者#湖人和雷霆队晋级总决赛!靠的是全
队犀利的进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诺维
茨基颇具杀伤力的单腿后仰跳投!这位史
上难得一见的稳定攻击手不仅是本队进
攻得分机器!而且还是全队关键时刻进攻
的发动机" 小牛只有在他的发挥下!辅以
基德#马里昂和超级替补特里和巴里亚等
这些在争夺白热化时总能闪现亮点的高
手!才得以横冲直撞"

倒是一向以&三巨头'进攻多样化为
特色的热火! 随着比赛的深入防守能力眼
看着在大进步!东部决赛时他们的防守#特
别是比赛进入关键时的防守!令全 234有
防守第一队之称的公牛都头痛不已"

&三巨头'担纲的热火经过季后赛的
磨练!队友间已建立起相互信任!全队的
魂越打越集中在詹姆斯一人身上" 多才
多艺詹姆斯的能攻善守! 而且还能把全
队捏合在一起"

日前现场目睹了公牛主场遭热火淘
汰出局一幕的前公牛巨星#名人堂球员皮
蓬发出感慨!称詹姆斯日后会顶替&飞人'

乔丹!成为 234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

那么到底是小牛的矛更锋利! 还是
热火的盾更坚固呢*

在本赛季的季后赛上!没有哪支球队

能像热火和小牛那般靠钢铁般的意志总
能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 如今!这两支从
实力到意志品质均难分伯仲的队伍碰到
一起!定会擦出令球迷赏心悦目的火花"

诺维茨基表示!他们不惧热火!关键
还是要靠自己" 他认为!他和队友能在防
守上咄咄逼人#控制住篮板!在进攻上把

球运转起来!就能扑灭热火!为本队带来
史上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而热火深谙本队板凳席之&浅薄'!在
轮换阵容有限下! 他们定会更多地仰仗
&三巨头'多留在赛场上打拼"这就不可避
免地出现&三巨头'与小牛板凳相抗衡的
对局" 如果届时小牛替补不处下风!那么
无疑会起到让本队首发阵容充分休息和
鼓舞士气之作用+可一旦顶不住!就很可
能给自己挖个深坑"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届总决赛
将成为两位前 234最有价值运动员得主
詹姆斯与诺维茨基之间的比武"

此二人是两队在比赛结尾决定胜负
时最可依赖的法宝! 因此对两家来说!谁
能在最后时刻在防守上做到把对方的法
宝有效地控制住!那么这届总决赛的胜利
天平就会倾向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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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副主席沃纳
和执委# 亚足联主席哈曼三巨头 ('日在
国际足联总部内接受了&道德审判'!后两
者因被发现&说不清的疑点'被暂时停职!

并将接受更加全面的调查"

布拉特被澄清没有违规之举!因此将
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参加 )月 -日进行的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在只有他一人竞选的
情况下!实际已经连任"

哈曼和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主
席沃纳都是国际足联里权高位重的&内阁
成员'!后者已经担任了 ('年国际足联副
主席"他们因为在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卷
入&美元换选票'的丑闻!(' 日被迫和布
拉特一起接受道德委员会的调查"

负责这次审判的纳米比亚法官达玛
塞博下午 )时在国际足联总部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审判结果$哈曼和沃纳
身上有说不清的疑点!需要对他们进行全
面的调查!在真相大白之前!他们被暂停
职务"

达玛赛博介绍!道德委员会从上午九
点开始审查工作!直到下午 !点才结束"他
说$&我们很满意地发现哈曼和沃纳都有事
情需要交代!因此他们已被暂时停职!将接
受全面的调查" 布拉特没被立案调查" '

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接着表示!由
于布拉特没有道德问题! 因此原定于 )月
-日举行的主席选举将如期进行" 由于哈
曼已经退出竞选!布拉特将是唯一候选人"

就在哈曼和布拉特双方阵营剑拔弩
张#竞选进入最后决战阶段时!哈曼 ('日
凌晨突然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并表示最近
发生的事情让他&深感伤害和失望'!为了
避免国际足联的声誉遭受进一步伤害!他
决定退出"

哈曼对于他突然退出的解释无法令
人信服!而道德委员会的&停职令'似乎是
个更合适的解释"如果他被道德委员会停
职!即使不主动退出!也将失去参加竞选
的资格" 因此他的主动退出!应该说保住
了一些面子"

种种迹象表明! 哈曼的麻烦还在后
面" 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秘书长#美
国人布雷泽和其他几名官员向国际足联
道德委员会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哈曼有
&用美元换选票'的行为"

瓦尔克透露!波多黎各足协主席写信
给国际足联表示! 他收到了 0万美元的
&礼品'"

据英国媒体报道!哈曼去加勒比地区
游说时!随身携带大量美金钞票" 每次在
与游说对象单独交谈时!他会送给对方 0

捆美元作为礼品! 每捆都是百张百元美
金!并要对方&不要声张和外传'" 但他们
之间的一些谈话被人偷偷录了下来!并被
当成了检举他的证据"他和帮他安排会谈
的沃纳因此被告到了道德委员会"

道德委员会是国际足联的一个独立
机构!只负责调查被检举对象是否违反国
际足联的规章制度!并不负责确定对方是
否犯罪"达玛塞博说$&我们现在不能惩罚
哈曼和沃纳!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他表
示! 道德委员会随后将调查有关足协!搜
集更多证据!一切真相预计将于 ,月会大
白于天下"

布拉特是被哈曼强行拉去接受道德
委员会审判的!理由是他知道哈曼在给一

些人送钱! 却没有向道德委员会检举!没
尽职责"布拉特在接受道德委员会审查时
表示! 沃纳告诉了他哈曼的送钱之举!并
请求他的建议!他告诉沃纳送钱不对"

布拉特说!当时沃纳只是征求他的建
议!而他也给出了一个合适的建议!其中
不涉及检举这个职责问题"道德委员会接
受了他的说法!认为他没有疑点"

有趣的是!沃纳在接受道德委员会单
独审查时却否认自己曾经对布拉特说过
哈曼送钱的事情!而布拉特和哈曼都异口
同声地咬定他们这位&好朋友'说过"

哈曼和沃纳栽了跟头!另外 "个国际
足联执委,,,南美足联主席莱奥斯#巴西
足协主席特谢拉#泰国的马库迪却又挺直
了腰杆"他们此前曾被前英格兰足总主席
特里斯曼指控利用手中世界杯选票换取
好处" 但瓦尔克 ('日在发布会现场挥舞
着一份文字材料说$&这是英格兰 (*-&年
世界杯申办团队提供的报告!证明莱奥斯
等人是清白的"'特里斯曼还是申办团队!

大家到底该信谁的*

哈曼作为亚足联主席将于 "*日上午
在苏黎世召开亚足联成员会议!然后他就
可以回卡塔尔了!国际足联当日将召开执
委会!随即还将进行主席选举!这一切都
和哈曼没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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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 北京时间 !月 "*日消息!

意大利人弗格尼尼 ('日拖着一条伤腿
以 "$(逆转西班牙老将蒙塔涅斯! 艰难
挺进男单 &强" 然而!因为腿伤的影响!

弗格尼尼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
己与团队商量过后! 为了避免给身体造
成更大的影响! 决定退出本届法网" 这
样!夺冠大热门德约科维奇不战而胜!成
为率先晋级男单四强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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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杯'(*--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澄迈
站. 将于 )月 (日至 "日在澄迈县盈滨半岛
内海举行" 本次大赛裁判长吕少群今天下午
检查场地时表示! 本次比赛的筹备工作较出
色!我相信澄迈会办一届出色的龙舟赛"

近年来! 澄迈一直致力于将龙舟赛打造
为国内闻名的品牌赛事! 今年是本次比赛升
格为国家级龙舟赛的第一年! 澄迈能举办一
届出色的龙舟赛吗* 吕少群说$&目前国家体
育总局相当重视像龙舟赛这样既有传统文
化!又有广泛的社会参与性的运动项目!中国
龙舟公开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今
年是这个系列赛的第一年! 澄迈站是这个系
列赛中的一站! 在端午节前后这个系列赛将
达到高潮"澄迈举办龙舟赛有相当长的历史!

盈滨半岛内海水域条件也十分优越! 相信中
国龙舟公开赛澄迈站将会圆满成功" '

对于本次比赛的竞技水平!吕少群说$&有
-(支龙舟代表队将参与角逐!这些船队中有多
支来自我国龙舟发达地区的广东#浙江#福建
和中国香港等地区! 其中广东中山市小榄镇
龙舟队# 浙江丽水学院龙舟队等队的实力就
相当强劲!海南的几支船队也很有竞争力!因
此本次比赛的水平不容置疑" 另外!为了保障
比赛的公平公正!国家体育总局派出了两名国
际级和多名国家级龙舟裁判员前来执法" '

对于目前国内龙舟赛的现状!吕少群说$

&龙舟赛目前在我国各地蓬勃发展!国家体育
总局也重视这个项目! 在去年的广州亚运会
上!龙舟就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明年山东的
沙滩运动会龙舟也将是重要的比赛之一"(体
育搭台!旅游唱戏)!龙舟赛恰恰是这样的项
目之一!澄迈希望借力龙舟赛拉动旅游业!这
条路选对了" '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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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下午!新一届的中国
女排在 (*--年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舟山站
比赛最后一轮的赛事中!直落三局-(!5-'#(!5

,#(!5(-.击溃荷兰女排!以三战全胜的战绩
获得本站比赛冠军! 这也是新一届中国女排
在新赛季的首个冠军头衔"

中国女排此前两战全胜!队员状态正佳!

而荷兰队则由于多名主力缺阵! 实力大打折
扣! 前两轮比赛均告失利" 此役中国女排主
教练俞觉敏还是将锻炼队伍作为比赛的主要
目的!对首发阵容再次做出调整!主攻改由惠
若琪和范琳琳搭档!副攻杨 菁#马蕴雯联袂
登场! 自由人和二传分别启用新秀单丹娜和
王娜!接应依然是杨婕担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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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中国女排以三连胜的成绩夺得
(*--年中国国际女排精英赛舟山站冠军后!

俞觉敏表示年轻队员很有活力! 给了他最大
的信心"

在本次比赛中! 中国队三场比赛派出三
套不同的首发阵容" 包括年轻二传王娜#新
自由人单丹娜在内!进入 -0人大名单的队员
都得到了出场机会!惠若琪#杨 菁#杨婕等
年轻队员表现出很强的冲击力"

俞觉敏在赛后表示! 这次比赛希望给年
轻队员尽可能多的锻炼机会! 总体而言达到
了锻炼目标" 赛前准备了三套阵容! 这次全
都进行了演练" 不过! 另一名年轻二传米杨
本站没有出场!下站比赛可能会上场"

&这次比赛是一个以老带新的阵容!老队
员起到了带动作用! 年轻队员的活力给我最
大信心" '

俞觉敏表示!从技术层面上说!通过这几
场比赛基本形成主力阵容"他认为!现在的技
战术打法是切实可行的! 也是适合目前中国
队人员配置的打法" &坚持下去!我认为这条
路是可以走的" '

在本站的三场比赛中! 中国队的进攻呈
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 而不像前两年有些比
赛那样太过依赖王一梅这位重炮手" 俞觉敏
表示!全面均衡的进攻是中国队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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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 意甲豪门
国际米兰队在 ('日的意大利杯决赛中以 "$

-战胜了巴勒莫队! 这是他们在最近 ,年来
第 0次赢得意大利杯赛冠军"

喀麦隆老将埃托奥是当日国际米兰队的
功臣!他在比赛中独中两元帮助球队取胜!并
将赛季进球纪录刷新到 ",个!比他在巴塞罗
那队时的最好成绩多一个"

巴勒莫队进入状态比国米更快! 他们在
比赛第 -分钟就险些破门! 但是埃尔南德斯
的射门打中了边网" 第 (!分钟!国际米兰队
抓住对方中场的失误! 以一次闪电般的防守
反击由埃托奥形成单刀后射门得分" 随后尽
管巴勒莫队展开狂攻但都收效不大!第 ,)分
钟斯内德抓住空当传球给埃托奥! 喀麦隆人
再次推射远角得手!帮助国米以 ($*领先!他
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进球纪录"

巴勒莫队在距比赛结束还有 (分钟时凭
借穆尼奥斯的头球终于追回一球! 但随后国
际米兰队在伤停补时阶段由米利托接卡萨尼
的传球后攻入一球!以 "$-锁定了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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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韩国昌原市地方检查厅 "*日证实!效
力于全北现代 "级球队的球员郑宗官-音译!

"*岁.于当日下午被发现在首尔市江南区的
公主酒店自杀身亡" 郑宗官在韩国警方向其
发出逮捕令之后曾处于失踪状态"

郑宗官死前效力于韩国全北现代队的三
级队伍!在韩国足球乙级联赛踢球!但其在韩
国顶级足球联赛 6联赛上一直出战至 (7#'

年后! 才降级至较低水平的联赛" 据韩国检
方称! 在郑宗官的尸体旁边留有一份用 40

纸写下的遗书! 遗书中写道$&我对参与假球
事件而深感羞愧" '

此前!韩国检方怀疑!郑宗官与效力于大
田城市队中场球员朴某-()岁.以及光州 89

的守门员成某-"-岁.涉嫌收取中介人 -:(亿
韩元的好处费并参与假球事件!并因此于 (-

日对三名球员提出起诉" 此后! 韩国检方于
本月 (!日向郑宗官等三名球员发出了逮捕
令!但逮捕令发出后!郑宗官一直处于失踪状
态"据称!这三位球员与涉嫌操控此事的另外
两位嫌疑人曾在同一所高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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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 北京时间 !月 "#日晚! 中超联
赛第九轮进行最后一场比赛的争夺! 北京国
安队以 0$#大胜深圳红钻队! 在积分榜上超
越广州恒大!跃居榜首"

第 -'分钟!小马丁抓住对手反越位失误
的机会!用膝盖打进一球"第 ('分钟!小将于
洋头球破门" 第 00分钟!王晓龙助攻小马丁
头球再进一球" 第 )"分钟!徐亮送出绝妙直
传!张稀哲反越位成功妙传乔尔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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