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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尔兰当地时间 !月 !日晚!"#$$%

"#&"赛季"沃尔沃#环球帆船赛!在爱尔兰西
部港口城市戈尔韦落幕$ 法国 "安盟号%以
"'( 分获得赛季总冠军$ 首次参赛的中国
"三亚号%!位列总分第六名$

戈尔韦是 ")&&%"*&" 沃帆赛的最后一
站! 作为本届沃帆赛中国唯一经停城市!三
亚市派出了 "!人代表团! 赴爱尔兰参加戈
尔韦站各项赛事活动及其颁奖典礼$

当地时间 !月 +日上午!"三亚号%参加
了在美丽的大西洋港湾举行的派对赛$按照
赛事规定!三亚代表团派出 ,名来自企业和
政府的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这项非正式的友
谊赛事活动$

! 月 ! 日下午!"*&&-"*&" 赛季沃尔沃
环球帆船赛戈尔韦站最后一项正式赛事活
动&&&港内赛正式举行$当地一名政府官员
告诉记者!由于沃帆赛的巨大影响!当天戈
尔韦所有的酒店和餐馆! 都早已预订一空!

这个仅有 !万多人的滨海小城!出现了罕见
的热闹景象$

比赛开始后!美国"彪马号%从比赛伊始就
处在了领先地位!并在后面的比赛中不断扩大
优势!最终第一个抵达终点夺冠$ "看步号%'西
班牙(电信号#分获第二'第三名$ (安盟号#仅
排名第四$不过他们仍以 "'(分的总成绩获得
本赛季沃帆赛总冠军$(三亚号#在当天的比赛
中一度排名第四!但没能保持住排名$最终!三
亚号以 '&分排名总成绩第六$至此!经过 .个
月 (.***海里的环球航行!"*&&-"*&"赛季沃
尔沃环球帆船赛落下帷幕$

三亚赴爱尔兰参加 "*&&-"*&" 沃帆赛
戈韦尔站活动代表团团长孙苏说!这次我们
派出(三亚号#!作为中国唯一的参赛船队!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船队参加沃帆
赛! 同时三亚成为该赛事全球 &*大经停城
市之一!收获良多$ 虽然初次参赛成绩并不
理想!但三亚在包括戈尔韦在内的 '个沃帆
赛经停城市举办了旅游推介会!成功地将三
亚进一步推向了世界$

据悉!目前!三亚正在积极争取继续成
为下届沃帆赛经停港城市$ 同时!也希望能
在下届沃帆赛上继续看到(三亚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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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费德勒以 (/&击败穆雷!第七次捧
起温布尔登公开赛男单冠军奖杯!并重新夺
回了世界第一的排名$

费德勒在先失一盘的不利情况下!连下
三盘!以 ,/+0!/'0+/(0+/,战胜穆雷!追平了美
国人桑普拉斯 !夺温网冠军的纪录$这也是
他职业生涯中赢得的第 $!个大满贯冠军$

他由此成为历史上赢得大满贯单打冠军最
多的运动员$

作为四号种子的穆雷 +日击败法国人
特松加! 成为 $.(1年继奥斯汀之后第一位
打入温网决赛的英国人$过去三年他都打入
半决赛$ 穆雷此前曾 (次闯入大满贯决赛!

有两次都败在费德勒拍下$

今天众多的名人都来到皇室包厢里观
看了这场比赛$ 他们中有凯特王妃'英国首
相卡梅伦'伦敦市长约翰逊'贝克汉姆夫妇!

还有连续五届奥运会赢得赛艇金牌的雷德
格雷夫等$ 面对这些贵宾和热情的观众!穆
雷赛后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每个人都在
谈论温布尔登比赛时面对的压力$不过压力
不是来自观看比赛的人$他们的热情让比赛
难以置信$ 我现在感情很复杂!当然更多的

是负面的$ 观众的反应太棒了$ 我觉得是在
为整个国家比赛$ 可惜我没有能够做到$ #

费德勒这场胜利也将使他超过塞尔维
亚人德约科维奇!在世界排名上重新成为第
一$这样他作为世界头号选手的时间将长达
"1+个星期!平了桑普拉斯保持的世界纪录$

在 (*岁之后还能排名世界第一! 他是继美
国人阿加西之后的第二人$

温网的胜利为费德勒赢得了 $$' 万英
镑的奖金$穆雷的亚军奖金也高达 '!2'万英
镑$

半决赛中!费德勒曾经淘汰了卫冕冠军
德约科维奇!当时因为下雨中央球场关闭了
顶棚$ 今天的比赛一开始!费德勒输掉第一
盘后!艰难拿下第二盘$第三盘刚开始不久!

天再次下雨! 中央球场的顶棚再次被关闭!

形势也又一次对费德勒有利$

(前面的几盘我感到风很大!这种情况
下你就很难注重技术$ 当风停*没有+了后!

我就可以凭技术打球了$ %费德勒说$

费德勒也以大哥的身份寄语小弟穆雷!

让他耐心等待大满贯冠军的到来$ "我相信
他向着大满贯冠军又近了一步$相信他很快
能赢得一项大满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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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 有关德怀特,霍华德的交易闹
剧很有可能在近期正式完成$据美国多家媒
体报道!篮网已经在和骑士商讨用亨弗里斯
来交易对手的首轮签!从而凑齐魔术想要的
多个首轮签3布鲁克,洛佩斯的筹码$而有消
息人士透露! 篮网总经理比利,金已经明确
表示!交易已经非常接近!很有可能在近期
正式完成$

著名记者大卫,奥尔德里奇透露! 篮网
正在接触任何愿意与他们交换首轮选秀权
的球队!而在这其中骑士是最接近完成交易
的一支球队$ 因为骑士在未来三年中! 有 !

个首轮选秀权 4自己有 (个! 从热火拿了 "

个&&&")&(和 ")&'年! 从湖人和国王处各
拿 &个5!而他们心仪的交易对象!是篮网的
内线猛将亨弗里斯$

当然如果这笔交易能够得到双方的最
终点头!那么篮网'魔术和骑士的三方交易
也将随即达成$因为篮网从骑士捞到首轮签
之后! 就凑齐了魔术需要的 (个首轮选秀
权3洛佩斯的筹码! 魔术这样一来也会松口
放人$

霍华德的这出交易闹剧!也许真的快画
上句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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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排出人意料地在 1日深夜公
布了征战伦敦奥运会的 &"人名单$ 两个
最大的悬念随之水落石出!主教练俞觉敏
在主攻位置上最终选择了楚金玲!小将范
琳琳和杨婕均落选-同时张娴和单丹娜两
位自由人均入围$这反映出俞觉敏加强防
守!以及对新人曾春蕾寄予期望的想法$

其实早在宁波北仑进行的世界女排
大奖赛总决赛的首场比赛中!中国大部分
的主力阵容就已经确定$球队核心魏秋月
虽然有伤在身! 但主力二传位置无可取
代$ 米杨作为替补二传表现也可圈可点$

副攻线也没有悬念!马蕴雯'杨 菁'徐云
丽三人的阵容日臻成熟$接应二传张磊早
在去年世界杯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价值!

而来自北京队的新人曾春蕾也让人眼前
一亮!她的出现不仅弥补了张磊下场之后
的空白!也让中国队多了一套强力接应的
战术$强力接应的战术是近年来世界排坛
的潮流!也是前主帅蔡斌上任之后苦苦打
造!但始终未能成功的战术$

本来在主攻位置上!中国女排一直非常
稳定!但王一梅突然受伤却使得主攻线多出
了许多变数$ 作为中国队最为知名的"重炮
手%! 经历过两届奥运会的王一梅在队中精
神领袖的作用无人能够取代$在大奖赛总决
赛中!缺少了王一梅的中国队在主攻位置上
吃尽苦头$除了惠若琪继续保持高水平的表
现之外!其他的三位主攻手范琳琳'楚金玲
和杨婕显然无法接替王一梅的位置$

小将杨婕由于改打接应后的表现不
尽如人意!出场机会寥寥!落选在意料之
中$因此范琳琳和老将楚金玲的竞争就成
为中国队最大的悬念$ 其实比较而言!在
今年大奖赛期间范琳琳还是占据优势的$

她在 &,场比赛中共首发 &"次!比楚金玲

得到了更多的出场机会$不过当总决赛面
对强手时!范琳琳一传差'进攻不得分的
问题大大地暴露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球队
在面对中国队时都将发球的目标对准了
范琳琳!范琳琳显然也未能顶住巨大的压
力!一传频频失误!加上在进攻端很难得
分!这使得她几次被楚金玲换下$

已国家队的楚金玲在不多的上场机
会中表现不错!稳定的发挥加上目前的中
国女排更需要一位全面型主攻!使得楚金
玲在进入国家队 &#年之后最终搭上了奥
运会的末班车$

除了主攻! 在自由人位置上的选择也
是中国队的一个难题$ 如果中国队派出曾
春蕾上场' 采取更偏重于进攻的强力型接

应的打法!在后防线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加上一传和防守薄弱是中国女排近年来始
终无法彻底解决的难题!因此单丹娜入选!

与颈椎有旧伤的张娴形成双自由人以巩固
中国队的后防线$应该说!俞觉敏放弃一名
主攻!带上双自由人的选择也是无奈之举$

中国女排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集体项
目的一面旗帜!正因为此!在大赛尤其是
奥运会中! 中国女排也负担了巨大的压
力!这种压力让历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很
少敢大胆起用新人$ 此次虽有曾春蕾入
选!但她应当只会作为奇兵出现$ 中国队
的主力战术仍然会是快攻结合王一梅重
炮的打法$在王一梅完成手术刚刚两个月
的情况下!中国队在小组赛又要面临连续
五场恶战!王一梅的身体状况就成为中国
女排最大的变数$况且中国女排的奥运目
标远非小组出线!而是"争四进三%!为一
枚奖牌而战$

新华社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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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 1日在观看 6&

英国大奖赛时表示!虽然很欣赏 6&比赛!

但这一项目不会进入奥运会!因为奥运会
是运动员之间的较量!而非设备的比拼$

罗格当天受到 6&总裁伯尼,埃克莱
斯通的邀请前来参观银石赛道$他说)"在
举办重大体育赛事方面!国际奥委会在很
多方面都要向 6&学习$奥运会和 6&有很
多相似之处$ 二者都是高水平比赛项目!

运动员都有着相同的精神和追求$ 6&赛
车手都是很棒的运动员! 他们身体健壮'

机智勇敢!我很钦佩他们$ .追求卓越/是
6&赛车和奥林匹克共同的目标$ #

罗格将 6&赛道称作是 (赛车比赛的
神圣之地#!但他还是完全否定了将 6&比
赛列为奥运项目的可能$

罗格参观了银石赛道后指出)(我参
观了新闻中心'维修站!一切都井井有条$

我相信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到管理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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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23"台湾行政机构所辖(体育
委员会#.日召开 ")&"伦敦奥运会组团会
议!确定中华台北奥运代表团名单!包括运
动员'教练'工作人员等在内共有 &)&人$

据了解!代表团共有 ,,名选手!将参

加跆拳道'举重'羽毛球等 &,个项目-教
练及工作人员共计 '"人- 还有台当局教
育'体育等主管部门负责人 '人$ 代表团
先遣人员预计于本月 &+ 日启程前往伦
敦!展开相关准备工作$ 代表团则定于 ""

日赴伦敦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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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8" 在 .日晚进行的中超联赛第十
六轮最后一场比赛中!占尽主场优势的长春
亚泰队没能在终场前力挽狂澜! 最终以 ))&

负于大连实德队$

比赛开始后!双方的进攻节奏亦如长春
燥热般天气显得颇为沉闷!控球占优的亚泰
队依旧延续球队两翼进攻的威力!频频利用
边路传中向客队城池制造威胁! 但效果甚
微$ 反而实德队率先在反击中抓住机会$ 第

.分钟!亚泰球员卡西奥禁区内被判手球!实
德外援詹姆斯一蹴而就为球队先拔头筹$实
德队 &))领先结束上半场$

易边再战!亚泰队多次在客队门前制造
任意球机会!但每每与进球擦肩而过!久攻
不下的状况也让主帅萨布利奇稍显急躁!试
图运用换人来改变战局!但并无建树$最终!

长春亚泰 ))&不敌大连实德遭遇近五轮联
赛的首场失利$

&,日!长春亚泰将赴客场挑战山东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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