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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多伦多8月7日电（记者晏
忠华）加拿大罗杰斯杯网球大师赛当地
时间7日进行的第三轮比赛中，1号种子
焦科维奇和3号种子瓦林卡先后爆冷遭
到淘汰，不过2号种子费德勒顺利晋级。

焦科维奇当天在多伦多举行的这场
比赛中连丢两盘以两个2：6输给法国人
特松加。这是特松加自2012年来，首次
击败塞尔维亚天王，同时也终结了对阵
小德九连败的尴尬，率先晋级八强将对
阵英国人默里。南非球手安德森用时1
小时44分钟以7：6（8）、7：5击败瑞士名
将瓦林卡，在赢得本赛季第30场胜利的
同时也率先晋级八强。

瑞士天王费德勒用一场胜利庆祝自

己当天生日。他在比赛中苦斗两个抢七
最终以7：6（5）、7：6（3）和6：4战胜克罗
地亚好手西里奇，携手费雷尔、迪米特洛
夫、洛佩兹等人晋级八强。

同日在蒙特利尔举行的女单第三轮
比赛中，上个月刚刚拿到个人第2个温
网冠军的捷克名将科维托娃和俄罗斯美
女莎拉波娃都遭遇滑铁卢，两人都三盘
落败，爆冷无缘八强。大小威廉姆斯双
双获胜挺进八强，

当天进行的女双第二轮激战中，赛
会2号种子、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经过
抢七角逐，以6：3、7：6（2）战胜西班牙组
合穆古拉扎/纳瓦罗，顺利晋级女双八
强。

罗杰斯杯网球大师赛

种子选手纷纷落马

■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杜兰特退出之后，美国男篮拥有国
际大赛背景的队员已经凤毛麟角，细数
一下目前的名单，作为球队当家球星的
也只不过有罗斯、欧文、库里、哈登、利拉
德等，球队星光之黯淡，为近10年之最。

杜兰特的退出并没有引来外界的太
多批评，毕竟作为联盟的超级得分王、俄
克拉荷马雷鸣队的绝对核心，他在上赛
季所承担的责任和付出的精力恐怕没有
任何其他球员可以比拟。在声明中杜兰
特称自己遭遇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
劳”，这样的状态显然并不适合再打国际
大赛。不过，仅因为“疲劳”就退出国家
队的理由显得太过牵强，实际上还有其
他许多因素导致了这次大规模的“逃离”
浪潮。

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合同年，詹姆
斯、韦德、波什、勒夫均进入了一个展现

自己身价的重要夏天，在国家队训练显
然将牵涉太多的精力，毕竟没有什么比
自己的饭碗重要。詹姆斯、勒夫加盟骑
士，韦德和波什留在热火、导演了近年来
最热闹的一次夏季交易大戏，而这些动
辄上亿的合同，是以球员不参加国家队
训练、拥有充足时间和精力沟通的前提
下完成的。

另外，这与美国队的人员结构密
不可分。在2004年兵败雅典之后，美
国篮协励精图治进行了人员的更新换
代，确立了以詹姆斯、韦德、安东尼为核
心的年轻班底，这一班底也成了美国队
连夺北京奥运会、土耳其世锦赛、伦敦
奥运会的主力框架，但现在，这一波球
员已经在NBA摸爬滚打了11年，基本
上进入了职业生涯的中期，因此虽然美
国篮球从来不缺人才，但顶端架构依然
需要更新换代，不得不承认，现在的美
国男篮正处于某种程度上的青黄不接

阶段。
还有，对于伤病的恐惧是其中不可

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保罗·乔治上周
遭遇重伤引发了整个NBA联盟的关注，
总裁萧华也表示将重新开始讨论派遣顶
尖球员参加国际大赛的事情。一场伤病
或许可以毁掉一个球员的整个职业生
涯，这对需要在内线搏杀的阿尔德里奇、
格里芬、杜兰特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非
常现实的问题。小牛队老板库班曾经表
示国际篮联和国际奥委会在占NBA的
便宜，自己赚得盆满钵满却让NBA承担
球员受伤的风险，这一论调也引来了许多
支持。

最后一点可能被人忽视，那就是商
业价值。代表美国队出战的确可以提高
球员的关注度，但詹姆斯、安东尼们奥运
会和世锦赛的冠军都拿过了，再拿一个
也无非是锦上添花，对本身商业价值的
提升作用不大。运动员吃的是青春饭，

对于更年轻一些的杜兰特
来说，刚刚与安德玛公司
签下的10年3.2亿美元
赞助合同也让他有了谨
慎从事的理由。罗斯受
伤商业价值缩水的现实
不容回避，曾经卖得火热
的公牛1号球衣在美国
的一些店铺已经开始打
五折，在血淋淋的例子前
面，杜兰特的小心或许也
是一种无奈之举。

总之，多种因素和矛
盾叠加，导致了美国男篮
1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人荒”，世界男篮其他诸
强，也迎来了阻击“梦之
队”的又一良机。

（新华社华盛顿8月
7日电）

杜兰特退出暴露多重矛盾

一线球星扎堆“逃离”为哪般？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8月7日电（记
者姬烨）在7日进行的2016年里约奥
运会世界媒体通气会上，里约市市长帕
埃斯表示，这一奥运赛事的预算为163
亿美元，尽管在迎来倒计时两周年之
际，奥运筹备在基础设施和场馆建设等
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里约有能力
按时、按预算举办赛事。

帕埃斯称，奥运预算分为三大块。
首先，里约奥组委用于奥运会、残奥会
运行的资金约30亿美元；第二，巴西政
府对奥运所需的基础设施工程投入约
28亿美元；第三，巴西政府用于改进巴
西的交通、环境等永久性基础建设投入
约105亿美元，这一预算称为“遗产预
算”，强调就算没有奥运会，巴西依旧会
将这笔资金用于改善基础设施和环
境。这三笔预算加在一起总共约为
163亿美元。

在联合会杯期间和世界杯开赛前，

一些巴西民众对于这两项赛事进行了
抗议示威活动，巴西民众当时抗议的主
要对象是政府花巨资办体育赛事，却缺
乏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的投入。因此，奥运会的预算无疑又会
牵动巴西的神经。巴西民众十分关心
奥运的预算将用于何处，资金有多少来
自私营部门，有多少来自纳税人，以及
是否会挤占其他民生资源。

帕埃斯强调，这笔163亿美元的预
算将有约57％来自私营部门，其余的
43％来自公共资金。

帕埃斯说，尽管巴西世界杯的成功
举办消除了一些外界对于巴西赛事筹
备工作的担忧，但里约依然会全速前进
筹备奥运会，保证两年后的这一盛会成
功举办。“毫无疑问，巴西世界杯向世界
传递一个信息，我们有能力举办大赛，
但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世界杯和奥运
会的不同，”他说。

帕埃斯用一组数据指出了两大赛
事的不同：世界杯有12座举办城市，奥
运会只有一个；来自32支球队的723
名球员参加了世界杯，比赛项目只有足
球，赛事志愿者有15000人；而奥运会
期间将有来自（截至目前）204个国家
和地区的约15000名运动员参赛，奥运
和残奥项目总数达到65项，志愿者也
将达到70000人。

“我们知道奥运会和世界杯完全不
同，”帕埃斯说，“我知道未来几年将会
有许多压力，但我们应该乐观一些，因
为我们已经举办了世界杯。”8月5日，
里约奥运会刚刚迎来倒计时两周年纪
念日，里约奥组委也宣布55％的竞赛
场馆已经完工。

帕埃斯引用前巴塞罗那市市长马拉
加利的话说：“奥运会有两种类型，一种
是城市为奥运服务，一种是奥运为城市
服务，而里约奥运会就要成为第二种。”

里约奥运预算163亿美元

本报定城8月8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记者
林先锋 通讯员叶松）今天上午，伴随着《定安娘
子》这耳熟能详的乐曲声，定安县第6个全民健身
日活动启动仪式暨“定安娘子舞步”工间操比赛拉
开序幕，来自县直各机关的500余名干部职工及
数百名学生、群众代表在定城镇沿江公园欢乐广
场尽情欢跳。

据介绍，在去年的全民健身日活动中，定安以
海南话流行歌曲《定安娘子》为舞曲，邀请专业老
师编排了一套工间操，组织全县机关干部职工训
练学习，并在工作之余进行锻炼，推广每天锻炼一
小时的健康生活理念，并在今年的全民健身日活
动上，组织全县机关单位进行“定安娘子舞步”工
间操比赛。

定安近千人齐跳
“定安娘子舞步”工间操

本报万城8月8日电（记者苏庆明 特约记
者陈循静）正在天津市举行的首届全国武术大会
传来喜讯，我省代表队荣获武术文化展示比赛一
等奖。

今天进行的特色拳种拳术展示比赛共有16
支省市代表队参与。由万宁市和屯昌县队员组成
的我省代表队表演了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的五行桩
等项目，凭借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编排艺术
赢得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荣获比赛一等奖。

我省代表队获
全国武术大会一等奖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文体厅了解
到，2014年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团体乙级和乙组
个人赛）将于8月11日至22日在万宁兴隆举行。

本次比赛将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30个代
表队近200中外棋手参赛，是中国国际象棋界的
一个重要品牌赛事，每年举办一届，前世界女子亚
军阮露斐和多名外国国际大师参加。据悉，组委
会为提高本赛的知名度，特邀请国际象棋前女子
世界冠军、心理学博士谢军前来助阵。近年来，我
省国际象棋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在海口、儋州、三
亚多次举办国际、国内国际象棋大赛。海南继海
口第十一小学、儋州第一小学去年被中国国际象
棋协会授予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之后，今年又
有10所小学成为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厅、万宁市人民政府主办。

万宁将举行
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

9日，中超联赛第19轮广州恒大主场迎战江
苏舜天。4连客后重回主场的恒大期待能够用一
场胜利摆脱近期的颓势。积分榜排名跌到第8的
江苏舜天则也同样需要拼命抢分争取亚冠资格。

从7月24日足协杯客场迎战河南建业开始，
直到8月4日恒大经历4个客场之旅后才返回广
州，连续的客场比赛对于球员是煎熬，而且球队的
成绩也不甚理想。足协杯被建业逆转淘汰，联赛
也被克星亚泰双杀。恒大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
疑和批评，甚至里皮也被媒体一致炮轰。

恒大在足协杯被淘汰之后，唯一的好处就是他
不再三线作战。里皮表示已经休息一周的恒大队
已经恢复过来，对阵江苏的比赛必定会全主力出
战，希望回到主场后以一场胜利回报主场的球迷。

吉拉迪诺已经为恒大出战三场比赛，尽管也
为恒大打进了两个进球，但遗憾的是他的两个进
球都没有换来1分。与江苏舜天的比赛将会是吉
拉迪诺在主场的首秀，所以意大利前锋也希望自
己能够进球为球队取得胜利。

目前江苏舜天以25分排名积分榜第8，距离
第三名的广州富力6分之多，所以他们只有继续
抢分才能够有望争取到亚冠名额。尽管恒大最
近客场成绩不佳，而且内部也问题多多，但高洪
波认为恒大依然是中国最强的球队，他希望球员
能够用拼劲弥补实力上的差距，在广州拿出光脚
的不怕穿鞋的气势抢分。 ■ 王黎刚

■ 中超前瞻

恒大主场赢面大

8日，在第96届美国PGA锦标赛首轮比赛
中，美国选手泰格·伍兹以74杆高于标准杆3杆
的成绩完赛。 新华社发

■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杜兰特突然
宣布退出美国国家男篮，宛如晴天霹雳
一般劈开了美国队本来已经不小的伤
口。在距离男篮世界杯开赛不到一个月
的情况下，一支没有了杜兰特、詹姆斯、
安东尼等超级得分手的美国队，夺冠的
概率还剩下多少？

上周末，美国男篮刚刚在训练中遭
遇保罗·乔治的重伤，而杜兰特的退出
让球队在锋线上人员缺陷更加凸显。
在格里芬、勒夫、阿尔德里奇宣布退出
的情况下，美国队内线上已经基本上无
人可用，只能靠小将安东尼·戴维斯独
立支撑。

至此，美国队已经基本上面目全
非，联盟顶尖的詹姆斯、霍华德、邓肯、
波什、安东尼、韦德、保罗统统因各种理
由弃国家队而去。在这些大牌球员纷
纷退出的情况下，美国男篮的集训之旅
遭遇了10年以来的最严峻考验，事实
上，在杜兰特退出之后，美国队当中打
过伦敦奥运会的球员只剩下了哈登和

安东尼·戴维斯。
杜兰特的退出对美国男篮影响巨

大，他是球队中唯一一名能够在进攻端
造成外线杀伤、防守端能够防住对手4
号位的球员，事实上勒夫和米尔萨普同
样具有这样的能力，但二人一个退出一
个被裁掉，目前这支队伍中再也没有这
样的球员。

美国男篮内线的真空状态对于欧洲
列强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被认为是美
国队最强对手的东道主西班牙队拥有一
条由加索尔兄弟和伊巴卡组成的超豪华
内线，与戴维斯、德拉蒙德、考辛斯、法里
德（4人中还可能有人被裁掉）组成的美
国队内线相比无论在身体和技术上都占
优巨大的优势。加索尔已经是NBA最
好的中锋之一，伊巴卡在NBA擅长投远
距离两分球，在国际篮联三分线近得多
的情况下这些进球极有可能全变成三
分，另外，出产了卢比奥和卡尔德隆的西
班牙后卫线同样星光熠熠，种种迹象暗
示，美国队与西班牙队之间很有可能将
上演一场恶战。

与此同时，法国、巴西、阿根廷、希腊

等豪强均有一些有实力的NBA球员坐
镇，对于美国队的威胁同样不少。

当然，虽作为世界头号篮球强国，美
国队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哈登、罗斯、
凯利·欧文的天赋仍然是世界一流，成长
起来的戴维斯是美国队内线的新希望，
库里、汤普森、科沃尔这样的神射手在国
际赛场也仍然会是所向披靡的利剑。只
是这毕竟不是NBA最强的阵容，缺少经
验、缺少配合也让这支队伍远没有那么
令人放心。

12年之前，美国队曾遇到过大批大
牌球员退队的尴尬，当时拿到了2000年
悉尼奥运会冠军的基德、卡特、雷·阿伦
等主力均未出战，美国队只好换了一套
完全不同的阵容，基本上由联盟二线球
星组成。结果在那次家门口举行世锦赛
上美国队丢尽颜面，只取得了第六名，

“梦之队”的神话开始破灭。
12年过去了，美国队再度遭遇了强

敌环饲、人员短缺的窘境，在连拿了3个
世界大赛冠军之后，美国队的世界杯冠
军之旅，还有戏吗？

（新华社华盛顿8月7日电）

杜兰特撤了，
美国男篮世界杯悬了

8月8日，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在香港体育馆举行，中国队以3：1战胜泰国
队。中国队杨珺菁（右二）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世界女排大奖赛香港站

中国3：1胜泰国

新华社山东济宁8月8日电（记者
苏斌 吴书光）世界冠军李晓霞8日经
历了两盘3：2险胜，帮助主场作战的山
东女队以3：1击败鄂尔多斯东方路桥
队。尽管带伤作战的丁宁在另一场半
决赛中连取两分，无奈北京首钢队还是
以2：3惜败给八一冀中能源队。山东
和八一两队将争夺本赛季乒超联赛的
女团冠军。

“胜利源于全队的努力、气势和凝聚
力。李晓霞作为球队核心，克服很多困
难，两个3：2击败强劲对手，是我们本场
获胜的关键，”山东队主教练于国鹏说。

获胜功臣李晓霞坦言，自己在赛前
已经做好了输掉两分的准备。“我希望
这个噩梦不要实现，所以我在场上尽心
尽力地去打每个球，不管多么狼狈，都
要争取每一分和每一场比赛，”她说。

在与八一队的比赛中，首盘登场的
丁宁以3：0完胜郭跃，为常规赛冠军北
京队拿到第一分。不过在比赛第三局，
丁宁在一次救球时弄伤了左手，她在赛
后还原了当时受伤的情形。

“这次比赛换了（双色）球，当时我
对球出不出台的判断上有些误差，球有
些短，我在拉球的时候就直接撞在台角

上了，这时手有些肿，算是一种硬性
伤，”丁宁说。

八一队随后由木子以及郭跃／曹
臻连扳两盘实现逆转，不过带伤作战
的丁宁在第四盘中以3：1击败木子，
将两队总比分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在没有退路的决胜盘中，曹臻和郑
怡静在前两局战成1：1。曹臻在决胜
局中很快取得4：1的领先，随着对手回
球下网，曹臻拿下决胜局，以2：1结束
决胜盘比赛。

山东队与八一队的女团决赛将在
10日进行。

乒超联赛女团半决赛李晓霞取两分

山东将和八一争冠

没 了 杜
兰特的美国
男 篮 还 行
吗？

新华社发

保罗·乔治重
伤引发NBA是否
以后继续派顶尖球
员参加世界大赛的
讨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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