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峡组合夺冠路
第一轮：彭帅 /谢淑薇 2：0库兹涅佐娃 /斯托瑟
第二轮：彭帅 /谢淑薇 2：0杜舍维娜 /郑赛赛

第 三 轮： 彭帅 /谢淑薇 2：0胡贝尔 /雷蒙德
1/4 决赛：彭帅 /谢淑薇 2：1布莱克 /米尔扎
半 决 赛： 彭帅 /谢淑薇 2：1穆古拉扎 /纳瓦罗
决 赛： 彭帅 /谢淑薇 2：0埃拉尼 /文奇

新华社巴黎 6 月 8 日电 （记者尚栩 马邦
杰）在 8日进行的 2014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法
网）女双项目决赛中，“海峡组合”彭帅／谢淑
薇用时 74 分钟， 以 6：4、6：1 战胜意大利组合
埃拉尼／文奇， 荣膺冠军。 这是彭帅／谢淑薇
继去年温网夺冠后， 第二次获得大满贯赛事的
女双冠军。

作为赛会头号种子和二号种子， 彭帅／谢
淑薇组合和埃拉尼／文奇组合此前曾交手过三
次，都是在 2013 年，“海峡组合”以 2 胜 1 负
的战绩略占上风。

8 日比赛首盘， 两对选手在各自发球局的
表现都不是很好。 首局，“海峡组合” 率先发
球，在后半段出现几次失误，被对手率先破发。
第二局，“海峡组合” 又抓住埃拉尼的几次失
误，破发对手……整盘比赛，彭帅／谢淑薇共
完成四次破发，两次保发；意大利组合完成三

次破发，一次保发，最终“海峡组合”以 6：4 取
胜首盘。

第二盘比赛，“海峡组合”越战越勇，首局
比赛虽因后半段的几次失误被对手破发， 但在
此后的比赛中， 彭帅／谢淑薇无论在底线还是
网前的发挥都非常出色， 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
机会，很快将局分带至 5：1。 第七局比赛，不愿
轻易认输的意大利组合发起绝地反击， 一度以
40：15领先，但是“海峡组合”对于胜利的渴望
更加强烈，连赢 4 球后，连下 6 局，以 6：1 取胜
第二盘，捧起女双项目冠军奖杯。

彭帅在颁奖仪式上表示，首次在法网赛场
上发言，感觉非常幸福，她向对手、搭档、团队
和观众表示了感谢，还特别要求使用中文进行
发言，彭帅说，希望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能够
分享她们的幸福和快乐，“希望海峡两岸的友
谊永长存”。

12岁相识、13岁搭档，之后在经过多
年各自发展后两人重新携手， 结果这对
昔日的“螃蟹组合”到如今的“海峡组
合”在女双网坛并肩获得了 12个冠军。

与郑洁、晏紫、李娜相比，彭帅在金
花军团中算是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
物，在职业网坛单打始终与冠军无缘，六
进决赛六次失利。 不过在全运会和双打
赛场， 彭帅近年来的表现可谓是风生水
起，尤其在与谢淑薇重新搭档后，两人将
自身特点完美结合 ， 真正做到了
1+1>2。

自从两人在 12 岁认识后， 彭帅和
谢淑薇就成了好朋友：一起打青年比赛、
一起逛街买东西， 甚至有时衣服都一起
穿。 那个时候，谢淑薇的爸爸就曾满怀
期望地说：“你们俩在一起，拿大满贯很
有希望。 ”不过进入成年组女子职业网
坛之后，彭帅和谢淑薇好些年没有合作。
直到 2008 年， 两人在美国的一次比赛
中再度相遇，终于谈到了配对双打的话
题。 有意思的是，谢淑薇说她先找的彭

帅，而彭帅则说是自己先开的口。
显然， 两人对能够一起合作都想要

抢头功。 当然不管谁主动，儿时的朋友
再次联手就是件好事。 两人当年就拿下
了巴厘公开赛的冠军， 第二年更是连续
在悉尼、罗马和北京夺冠，并在法网配对
打入四强。 之后由于伤病、 赛程安排以
及奥运会等事宜， 两人曾在 2010 年末
拆档，虽然之后也偶有合作但次数都不
多，直到 2013年才决定再度携手。

结果当年两人在零热身的情况下不
可思议地在全英俱乐部一路过关最终夺
冠。 当时彭帅也因此成为了继郑洁、晏
紫、李娜和孙甜甜之后中国内地女网历
史上的第 5 位大满贯冠军获得者，而谢
淑薇则是中华台北的第一人。 2007 年，
詹咏然 / 庄佳容曾在澳网女双屈居亚
军，谢淑薇填补了这一遗憾。

去年 10 月， 海峡组合以 2 号种子
身份参加 WTA 年终总决赛，结果她们
击败了当年的法网冠军俄罗斯组合马卡
洛娃 /维斯尼娜成为了首对夺得总决赛

双打冠军的亚洲组合。 当时有一种说法
两人要在 2014 赛季拆伙， 而彭帅给出
的说法是她们两人的参赛计划都没有排
出，能否继续合作还要再做定论。

在墨尔本公园，海峡组合再次联手
出现在大满贯赛场，虽然成绩平平。 不
过随后在多哈和印第安维尔斯两项赛
事中海峡组合又抡元夺冠。 在此期间，
这对海峡组合也改写历史锁定了世界
排名第一的位置。 为了法网，彭帅 / 谢
淑薇合作参加了三项赛事热身，其中两
项比赛都是一战出局。 并且在罗兰加洛
斯的女双签表公布后许多人也为海峡
组合有些担心。

与 2013 年温网杀入决赛前没有遇
到种子选手不同， 此次在法网首轮便面
对库兹涅佐娃 /斯托瑟， 之后第三轮胡
贝尔 / 雷蒙德， 八强战的布莱克 / 米尔
扎， 都是有过大满贯双打夺冠经历的实
力派， 但彭帅 /谢淑薇在心态放松的情
况下连战连捷突破了 2009 年时闯入四
强的记录杀入决赛。 （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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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帅 /谢淑薇击退前冠军组合

海峡组合
勇夺法网女双冠军

彭帅 /谢淑薇 12岁相识

并肩 6 年携手夺 12 冠

世界杯前奏 4天

距世界杯开幕还有

世界杯前奏

日本队来者不善
■ 王黎刚

自 1998 年法国世界杯日本队获得
参赛权后，日本队已经连续五次杀入世
界杯正赛，两次小组出线。 这一次日本
队一反常态高调表态，冲进八强甚至直
指冠军。 扎切罗尼表态要让世界震惊。

本届世界杯，日本队人员配备相当
豪华。23 人大名单中，旅欧球员达到 12
名，是历届新高。 从门将到锋线，日本
队都有旅欧球员，其中香川真司、长友
佑都、长谷部诚、本田圭佑、川岛永嗣等
是这支日本国家队各条线上的核心球
员。 日本队代表着亚洲足球的最高水
平，他们技术出色，坚持“巴西化”多年，
传控球能力甚至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
平，比赛踢得行云流水、赏心悦目。 从
昔日的中田英寿到如今的香川真司以
及本田圭佑，日本的中场从来不缺少世

界级的球员。请来意大利籍的主教练扎
切罗尼，让他们如虎添翼。

亚洲区预选赛顺风顺水，连续三届
成为全球第一支进入世界杯的日本队
无疑将是巴西世界杯上最有可能闪亮
的“亚洲之光”！

日本队向来不缺中场好手，AC 米
兰的本田圭佑和曼联的香川真司无疑
是日本队能走多远的关键。前者超强的
比赛阅读能力和后者优异的传控跑位，
对德甲美因茨锋线杀手冈崎慎司形成
强力支持。 冈崎慎司在 2013~2014 赛
季为美因茨打进 15 球， 列德甲运动战
进球 (无点球 )第
三位。 此外，国际
米兰的边后卫长
友佑都不仅防守
出色，还有不错的
传球助攻能力。

大
侃
台6 月 7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的国际足球热身赛中，阿根廷队以 2：0 战胜

斯洛文尼亚队。 图为梅西（中）在比赛中射门得分。 新华社发

海南省网球赛开拍
本报海口 6 月 8 日讯 （记者王黎刚）“万宁

杯”海南省网球赛今日在海口开拍，决赛将于 12
日在万宁举行。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省的近 200 名业余网
球爱好者报名参赛，其中有美国、韩国等好手参与
角逐， 赛事的档次和水平有明显提升。 本次比赛
的项目有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
打、混合双打五项。 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比赛在海口进行，获得前 8 名的球员将到万
宁进行第二阶段的比赛，决出冠军。

近年来，海南省网球运动迅速发展，已成为
群众体育的一个重要健身项目。此次活动旨在以
网球为纽带，以比赛为平台，宣扬全民健身的理
念，进一步加快海南网球推广建设，更好地打造
海南网球品牌赛事，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增添
光彩。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万宁市人民政府主办，
省体育赛事中心、万宁市文体局承办，万宁市网球
协会协办。

揭幕战球场
加班加点赶工程

新华社圣保罗 6 月 7 日电 距离
2014年巴西世界杯开幕还剩 5 天，揭
幕战举办地、 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依
然在加班加点，就算夜幕降临，依然有
不少工人在擦拭座椅、检查钢架、铺设
线路。

6 月 12 日，巴西队将与克罗地亚
队在此上演全球瞩目的世界杯揭幕
战，但这座球场的工程依然没有完工。
位于球门后面的临时看台上还罩着灰
色防水布，6、7 名工人在检查临时座
椅的安装， 几名保洁人员也在抓紧时
间撤掉用于测量桌椅结实与否的沙
袋。 而在临时看台背面， 钢架依然可
见，一眼望去就像个大工地。

与球场内一片繁忙一样， 球场
外的相关配套设施也都在紧张地试
运行。 媒体中心已经对外开放，但相
关媒体手册还没有到位。 安检口已
经有志愿者和安保人员， 但安保级
别并不严格。 球场四周还有不少工
程车。

伊塔盖拉球场可以说是本届赛
事筹备拖沓的一个缩影，国际足联原
本要求所有球场在去年 12 月 31 日
前必须交付使用， 但 12 座世界杯球
场中的 5 座没有按时交工，此外球场
建设还出现了成本超标、施工事故等
问题。

伊塔盖拉球场的建设一直麻烦不
断。去年底，该球场施工现场的一处塔
吊在吊装一个顶棚金属构件时突然倒
塌，砸毁了部分看台并造成人员伤亡。
今年 3 月，又一起施工人员伤亡事故
导致球场的施工进展一拖再拖。

伊塔盖拉球场可容纳约 61000
人， 其中临时看台可容纳 20000 人，
由于临时看台的搭建延误， 该球场在
世界杯前的两场测试赛都不是在满员
状态下进行， 揭幕战时能否应对座无
虚席的盛况，目前还不得而知。

世界杯三大阶级猜想：

冠军 黑马 打酱油
成王败寇， 是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和

划分阶级的标准， 那么来到巴西的 32
支球队中，谁有能力染指金杯？ 谁有潜
力成为黑马？ 而谁又只能无奈接受“打
酱油”的命运？

从目前的实力和状态上看，西班牙、
德国、 巴西和阿根廷组成了巴西世界杯
的冲冠阶级。

世界排名第一、最近 3 次国际大赛
均拿到冠军的西班牙队理所当然地成为
争冠的排头兵。 虽然分组形势一般、阵
容也有老化的迹象，但西班牙队的控制
型打法目前依然很少有球队可以破解，
冲击冠军的底气也依然十分雄厚。

而德国队在国际大赛上的稳定战绩
可谓冠绝全球。 这不仅因为球队的战术
体系独树一帜， 更是因为强大的造血功
能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才俊争相承担起
球队向前的重担。

至于南美双雄， 东道主巴西队在老
帅斯科拉里的调教下度过 2012 年的困
境后迅速复苏，强势问鼎了联合会杯冠

军，在近 16 场比赛中豪取 15 胜。 阿根
廷队则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锋线，梅西、
阿圭罗和伊瓜因组成的前场“三叉戟”
对于任何一个对手的防线来说均具有十
足的破坏力，堪称无坚不摧。

当然， 除了上述 4 支队伍之外，意
大利、荷兰、法国等队伍也均具备着冲击
冠军的能力和底蕴。

如果说最有可能成为本届世界杯头
号黑马的，恐怕当属“欧洲红魔”比利时
队！ 比利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以小组
头名提前一轮拿到巴西世界杯入场券，
8胜 2平保持不败、打进 18 球仅失 4 球
的成绩令人印象深刻， 连一向严谨的
BBC 也预测欧洲“红魔”或许能在半决

赛赢得一席之地。
同在 C 组的哥伦比亚队和日本队

也是黑马阶级的候选。 哥伦比亚队在保
留了华丽进攻传统的同时， 防守能力近
些年进步明显， 南美区 13 场世预赛中
只丢 8 球就是明证。 日本队技术细腻、
配合流畅，完全有能力与欧美强队一掰
手腕，2：2 战平荷兰和 3：2 逆转击败比
利时的比赛佐证了他们的实力。

要说这届世界杯的“酱油党”，世界
排名第 59 位、在 32 强中尽陪末座的澳
大利亚队算是最具面相的一个了。 从自
身实力和分组形势，“澳洲袋鼠”连赢一
场都是奢望。 和澳大利亚同来自亚洲赛
区的伊朗队也是 “打酱油” 的 “潜力

股”，如今的“波斯铁骑”已经过了拥有
哈什米安、马达维基亚和卡里米的“黄
金时代”。

澳大利亚和伊朗是心有余而力不
足， 哥斯达黎加队和加纳队则是有实力
没运气，不幸进入“死亡之组”，被看成
“酱油党”实属无奈。

争冠军或许只是强者的领域，但
“打酱油”绝不仅是弱者的专利。纵观本
届比赛各路传统豪强， 英格兰队和葡萄
牙队是最可能悲剧的。

后防大换血的英格兰队不但犯了
大赛的兵家大忌，赛程上也十分不利，
前两场要接连面对意大利和乌拉圭，
稍不留神就可能两连败提前打道回
府。 葡萄牙的处境尽管不像英格兰那
般凶险， 但该队的前途几乎全寄托在
C 罗一人身上，不幸的是，C 罗在赛季
末接连受到伤病的困扰， 他如果在世
界杯期间慢热或者受伤， 葡萄牙也基
本就魂断巴西了。

（新华社北京 6 月 8 日电）

国际男篮对抗赛

中国队胜澳大利亚
6月 8日， 在溧阳市举行的中澳国际男篮对

抗赛第四场比赛中， 中国队 95：90 胜澳大利亚
队。 图为周航（中）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中国乒球公开赛收官

中国包揽四金
据新华社成都 6 月 8 日电 中国乒乓球公开

赛 8日收官，中国队团包揽了男女双、男女单四枚
金牌。 丁宁、马龙成为本次公开赛的双料冠军。

8 日上午进行的男、 女单半决赛皆为中国队
的队内德比，刘诗雯以大比分 4：1 的优势战胜李
晓霞晋级决赛， 丁宁 4：2 战胜武杨也顺利晋级。
男单比赛中许昕 4：2 战胜奥运冠军张继科顺利
晋级决赛。马龙与樊振东决战七局，最终马龙 4：3
击败樊振东获得另外一张决赛入场券。

当日下午进行的女双决赛中， 中国队组合
丁宁／刘诗雯以 3：0 轻松战胜中华台北选手郑
怡静／黄怡桦，夺得女双冠军。而男双决赛则上
演了国乒德比之战， 马龙／樊振东组合 3：2 艰
难战胜许昕／张继科， 成为此次公开赛的男双
冠军。

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丁宁 4：3 艰难战胜刘
诗雯，成为本次公开赛的女单冠军，男单决赛马龙
以 4：1战胜许昕，获得男单冠军。 丁宁、马龙成为
本次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的最大赢家， 包揽男女单
双冠军。

此次公开赛是 2014 年唯一一次在中国举行
的世界巡回赛，也是奥运积分赛。 共有来自 16个
国家和地区的 144名队员参赛。 本次比赛的奖金
高达 22万美元。

冯珊珊领跑
LPGA宏利精英赛

据新华社渥太华 6 月 7 日电 中国选手冯
珊珊在 7 日进行的 LPGA 宏利精英赛中打出 67
杆、低于标准杆 4杆的成绩。 目前三轮过后，冯珊
珊的总成绩是 198 杆、低于标准杆 15 杆，暂时以
两杆优势领跑。

“今天的开局很好，前 6 洞就取得了低于标
准杆 4杆的成绩。 ”冯珊珊说，“我的目标是总成
绩低于标准杆 25 杆，现在是 15 杆。 如果我想完
成自己的目标， 就要在明天打出低于标准杆 10
杆的成绩。 ”

不过冯珊珊同时称，“明天我不会有任何压
力”。

冯珊珊在第五洞打出老鹰球， 此外她还抓下
三只“小鸟”。 不过在第 16 洞，她打出了个人本
周的第一记柏忌。

冯珊珊在 2012 年获得了 LPGA 锦标赛冠
军， 成为第一位在职业高尔夫球四大满贯赛中折
桂的中国选手，去年她又获得了两项巡回赛冠军。

韩裔美国选手魏圣美和韩国球手朴仁妃当天
都打出 65 杆，目前两人以低于标准杆 13 杆并列
排在第二。

在 2010 年加冕加拿大高尔夫球公开赛冠军
后，魏圣美希望能够获得在加拿大的第二场胜利。
当日她在第二和第三洞中打出柏忌， 不过很快用
第四和第六洞的两个小鸟球做出弥补。

在 2014 年法国网球公
开赛女单决赛中， 莎拉波娃
以 2：1 战胜罗马尼亚选手
哈勒普，获得冠军。

新华社 /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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