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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仁川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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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王黎
刚）记者从省高级体校获悉，我省帆船运
动员黄丽珠今日抵达韩国仁川，她将代
表中国参加即将开始的仁川第十七届亚
运会帆船J80级比赛，她也是海南参加
本届亚运会的惟一一名选手。

据海南省帆船队主教练邓道坤介
绍，黄丽珠原本是女子帆船470级国家

队选手，与另一名海南选手冯惠敏搭档
获得过多项国际国内比赛的荣誉。由于
本次亚运会的东道主韩国没有帆船470
级项目，因此本次亚运会取消了男女帆
船470级比赛项目，增设了帆船J80级
比赛项目。470级是两人搭档，J80级
是5名选手男女混合搭配，最终黄丽珠
幸运入选中国队，这也是中国首次组队

参加帆船J80级的国际正式比赛。
黄丽珠今年28岁，2001年入选琼

海市体校篮球队，2003年被推荐到海南
省体校后改练帆船。2004 年开始练
470级帆船，在2005年全运会和2009
年全运会帆船比赛中分别夺得第七名和
季军。此外，黄丽珠还曾夺得全国锦标
赛亚军、全国冠军赛冠军的好成绩。

帆船470级一直都是海南的优势项
目，同时，中国帆船470级在亚洲也是强
队，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海南的“黄金
组合”邓道坤/王伟东就曾代表中国参加
过两届奥运会和两届亚运会男子帆船
470级比赛。邓道坤说：“J80级与470
级虽然人数有别，但竞技特点有些类似，
船上都有三个帆（前帆、主帆和球帆），黄

丽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缭手，这是她入
选的主要原因。”

仁川亚运会帆船比赛将于9月24
日至10月1日进行，J80级比赛采用单
败淘汰赛制，即一对一单场PK，胜者晋
级下轮，负者即遭淘汰。与以往的10轮
场地赛最后算总成绩相比，比赛非常残
酷。

我省帆船女将黄丽珠出征亚运
将参加24日开始的帆船J80级角逐，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

新华社仁川9月 22日
电 经过200米自由泳一战，
仁川亚运会泳池孙朴对决

正式升格为孙、朴、萩野的“三国演义”。
23日，中国头号明星孙杨、东道主宠

儿朴泰桓和日本新星萩野公介将在男子
400米自由泳中再决高下。相信在200
米自由泳决赛中领教过萩野公介超强后
程冲刺能力的孙杨和朴泰桓，会设计好自
己的比赛战术。尤其是孙杨，希望他在经
过22日的休整后，受伤的左手大拇指疼
痛会有所减轻，在伦敦奥运会和世锦赛双
双夺冠的400米自由泳中再现风采。此
外，奥运冠军叶诗文将在400米混合泳中
和队友周敏携手出战，金牌十拿九稳。

羽毛球赛场有重头戏，新科世锦赛

冠军谌龙和头号名将林丹领衔的中国队
将力争男团三连冠，对手还是韩国队。

当天将在13个大项上总共产生28
块金牌。

射击方面，刚刚在西班牙世锦赛上
创造了团体世界纪录的男子10米气步
枪三人组在这个项目上拥有绝对优势。
年仅18岁的天才少年杨浩然已然成为
领军人物。这位炙手可热的新星能否克
服时差和长途旅行的疲惫，在仅仅1个
月零3天内接连问鼎南京青奥会、西班
牙世锦赛和仁川亚运会三大赛事，将是
射击赛场的最大看点。当天的另一个项
目女子多向飞碟估计将是一场乱战，中
国、印度、韩国、日本和中华台北整体实
力都在伯仲之间。

孙朴萩野再决高下
中韩羽球争男团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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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将于23
日在意大利揭幕。对于中国队主教练
郎平而言，这是她重掌国家队帅印1年
半之后最重要的赛事，也是里约奥运周
期的一次“中考”，年轻的中国女排将全
力争取佳绩。

自2013年初重返中国队之后，郎
平延续着执教美国队时打造“大国家
队”的风格，大面积挑选和锻炼年轻队
员，力度之大远超几位前任。今年的世
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郎平更是大胆地
让朱婷、魏秋月等核心球员回国休整，
不惜承受输球的代价，也是从队伍的长
远建设出发。

2013年，中国女排取得了29胜3
负的战绩，但亚锦赛的失利让郎平承受
着不小的压力。今年以来，中国女排在
瑞士精英赛、中国精英赛、大奖赛等赛
事中的战绩仅为15胜10负。这并不
意味着中国队的实力在下滑，而是因为
郎平锻炼新人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大。

对于更习惯于看到中国女排一路
高歌猛进的球迷而言，在这次世锦赛上
他们的耐心和支持应该会得到回报。
对于郎平来说，此次世锦赛也到了展示
阶段性成果的时候。年轻的中国女排
在去年遭受了亚锦赛失利的挫折，此次
世锦赛也将是年轻球员重拾信心之战。

进入前六是郎平心中的底线，可这
绝非易如反掌。世锦赛也采用3、2、1、
0的积分规则，如果第一阶段在“弱队”
身上丢分也很可能影响第二阶段的排
名。如果顺利进军前六，中国队将面临
第二次抽签。每组3个队重新打一个
小循环，各组前两名入围半决赛。

以中国队目前的实力和状态，冲击
世锦赛冠军的希望不是太大，跌出前六
的概率也相对较低，进入前四或者拿枚
奖牌还是很有可能的。最终的结果将
取决于队员的发挥、队伍的稳定性，体
能储备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据新华社意大利巴里9月22日电）

世锦赛郎平迎“中考”

在 2014 年WTA武汉
网球公开赛单打首轮比赛
中，中国选手彭帅以0：2不
敌德国选手巴瑟尔，无缘下
一轮。

新华社发

武汉公开赛
彭帅不敌巴瑟尔

新华社仁川9月22日电（记者张
青 林德韧）22日，仁川亚运会进入第三
个比赛日，中国射击队在女子10米气
步枪团体的金牌一度被取消，中国队申
诉后又失而复得。

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比赛中发生
了突发情况。由易思玲、武柳希和张彬
彬组成的中国队当天发挥出色，以
1253.8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并夺
走冠军，不过在比赛之后枪支复核时发
现张彬彬枪支配重角度出现问题，现场
的裁判一度取消了中国队的成绩。后
来经过中国队的申诉，仲裁认为裁判在
赛前检查时已让中国队过关，前后判断
不一致，因而判定中国队取得的成绩有
效，金牌失而复得。

伊朗队以1245.9环位居亚军，韩国
队以1241.6环获得季军。

中国队金牌
失而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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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新华社仁川9月22日电 有消息
说，21日晚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因
触壁左手大拇指不慎受伤的孙杨会因伤
情而退赛。新华社记者向孙杨的教练张
亚东求证结果是：孙杨不会退赛，但会缺
席22日晚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

缺乏短距离比赛的经验，孙杨在昨
晚比赛的最后触壁动作没能设计好，以
左手大拇指的到边方式无缘亚运会游
泳比赛首金，和冠军差距只有0.05秒。

孙杨在赛后一直揉着自己的左手大
拇指，新闻发布会只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提
前离席。接受兴奋剂检测后，立即回到亚
运村医院进行简单治疗，但大拇指痛感加

重，孙杨被送往仁川市正规医院拍片治疗。
据悉，孙杨的骨头没有问题，只是手

指肿胀，在进行相应的治疗后，于凌晨两
点左右返回亚运村休息。

按照计划，孙杨参加 200、400 和
1500米自由泳三个单项以及两个自由
泳接力项目。

张亚东明确表示：“孙杨不会退赛，
强者是在逆境中成长的！”

不过，这是针对孙杨的单项比赛，
22日，孙杨原本是4×200米自由泳接
力的领军人物。这个项目正是和日本交
锋的最大看点，意味着两国男子游泳的
实力和厚度。

孙杨因伤缺席接力中日对决
张亚东：不会退赛只休战

新华社里斯本9月21日电 2014－2015赛
季葡萄牙足球超级联赛21日结束了5场比赛。
坐镇首都里斯本的本菲卡队主场以3：1战胜升班
马莫雷伦斯队后升至积分榜首位；波尔图队主场
以0：0战平同城对手博阿维斯塔队，中国小将韦
世豪下半时替补登场。

莫雷伦斯队前锋佩德罗在16分钟反客为主
率先进球。本菲卡现场3万7千名球迷一直等到
第69分钟，左后卫埃利塞乌中场左侧一脚破门，
扳平比分。第77分钟，乌拉圭老将马克西小禁区
右侧捡漏打入空门，反超比分。第83分钟，主力
前锋利马禁区内被绊倒后亲自罚入点球，打破了
他个人长达12场的球荒。赛后本菲卡队以4胜1
平的不败战绩独霸积分榜首。

波尔图和博阿维斯塔两队上演了同城德比，
本赛季葡超里的唯一中国球员、年仅19岁的小将
韦世豪进入博阿维斯塔替补名单。

中国足球小将
亮相波尔图德比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21日电（记者姬烨）
21日在波兰进行的男排世锦赛决赛中，东道主波
兰队以3：1逆转战胜巴西队，40年之后再次夺得
冠军，而巴西队则无缘四连冠。

本场比赛，决赛场馆涌入了近12000名热情
的波兰球迷，而在场馆外面的电子大屏幕前，也聚
集了数千名球迷，这让波兰队的球员充满斗志。
虽然巴西队先胜一局，但波兰队随后连下三局，以
总比分3：1逆转取胜，4局比分为18：25、25：22、
25：23和25：22。

波兰队上一次夺冠还要追溯到1974年，如今
的这场胜利也让他们报了8年前在东京世锦赛决
赛不敌巴西队的一箭之仇。而曾在2002、2006
和2010年连续三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巴西队，则
遗憾地无缘世锦赛四连冠。

男排世锦赛是规模最大的世界性比赛，每4
年举行一届。中国男排最终在总共24支参赛队
中并列第15位。

击败巴西

波兰夺男排世锦赛冠军

北京时间9月24日，德甲巨人拜仁慕尼黑将
在主场安联球场迎来升班马帕德博恩的挑战，展
开德甲联赛第5轮的较量。本赛季初德甲巨人拜
仁慕尼黑饱受伤病危机和“世界杯后遗症”的双重
影响，球队状态低迷，上周末更是0：0被联赛垫底
球队汉堡逼平。目前正处于魔鬼赛程中的拜仁，
急需一场胜利重振士气。

帕德博恩今年夏天成功升入德甲联赛，被誉
为“德国足球的奇迹”震惊德国。帕德博恩在上赛
季德乙联赛开始时几乎没有球探能够考虑到这家
俱乐部，因为他们600万欧元的预算是联赛中最
低的球队之一。但就是这支小球队，在联赛前9
场仅仅拿到9分的情况下成功升级。新赛季的德
甲联赛球队更是前4轮2胜2平保持不败，领跑联
赛，是本赛季德甲最大的黑马。

本赛季从联赛开始到现在，德甲巨人拜仁
慕尼黑就一直不在状态。此番面对升班马球队
帕德博恩，拜仁显然希望利用这个机会重拾状
态。双方最近一次交手已经是2001年 8月 27
日的德国杯比赛了，当时拜仁客场5：1狂扫对
手晋级。 ■ 王黎刚

德甲前瞻

拜仁要驯服黑马

新华社巴黎9月21日电 在21日进行的一
场热身赛中，法国队女将格吕达拿到了26分和
15个篮板，帮助法国女篮以76：72的成绩取胜美
国女篮。这是美国队自2011年输给捷克队后第
一次在国际比赛中失利。

美国队曾在2012年奥运会中以36分的优势
大胜法国队夺金。本场比赛上半场结束时美国队
还是以12分领先。不过东道主法国队在比赛的
最后阶段展开反击，队长杜梅尔跳投命中帮助法
国队在比赛还剩27秒时取得了71：67的领先。

此后虽然美国队球星摩尔投中三分帮助美国
队将分差追至1分，但最后时候杜梅尔罚球命中，
最终帮助法国队以4分优势战胜美国队。

2014年女篮世锦赛将于9月27日在土耳其开
幕。不过对于人才济济的美国队来说，最终的名单
仍然是让主教练科兰头疼的事。

美国女篮
三年来首次输球

新华社柏林9月22日电 国际足联执委、德
国人茨旺齐格22日称，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将
不会在卡塔尔举行。

“我认为2022年世界杯最终将不会在卡塔
尔举办，”这位前德国足协主席在接受德国一
家媒体采访时说。茨旺齐格表示，卡塔尔炎热
的气候将成为导致他们失去世界杯承办权的
重要原因。

但与此同时，一位国际足联发言人对茨旺齐
格的言论回应称，“这只是他自己的观点。”

茨旺齐格认为，世界杯的比赛是无法在如此
高的气温下进行的。

对于卡塔尔方面改善了球场的制冷系
统，茨旺齐格说：“只有好的比赛场地是不够
的，世界杯期间会有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
球迷前去观赛，显然球迷们也会受到炎热气
候的影响。”

国际足联执委茨旺齐格：

2022年世界杯
将不会在卡塔尔举办

2010年，初入国家
队的张靖婧在国际射联
世界杯北京站上夺得铜
牌，一战成名，当时她的
感觉是“处于紧张的状态，
能感受到肌肉的抖动。”４
年过去了，张靖婧在仁川
亚运会上力夺金牌，“还是
紧张，不过现在已经可以
控制这种紧张了，不会把
紧张看成是慌张，”她说。

4年的磨炼，张靖婧
一步一个脚印地耕耘着自己的
进步，汗水浇灌幼苗成长，2014
年，她终于迎来了爆发。

刚刚结束的射击世锦赛是张靖婧
腾飞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那次比赛中，
这位26岁的福建姑娘在与韩国名将、
伦敦奥运会冠军金将美的对决中占尽
上风，成为新科世锦赛冠军。

亚运会女子 25米运动手枪的决
赛，张靖婧与北京奥运会冠军陈颖争夺
金牌，这场对决像一个仪式，也像一场
考试，通过在连续两届国际大赛上击败
陈颖和金将美，张靖婧扛过了中国女子
运动手枪的新旗帜。

比赛结束后的张靖婧依然带着大
大的微笑，夺冠很兴奋，一战超越两个
奥运冠军，成绩也极其过硬。“感觉特别
意外，我自己准备就是进入决赛，尽可
能拼前三名，没想到最后是冠军。”对于
陈颖，她说：“一开始跟陈颖接触，没有
把她看成奥运冠军那么遥远那么高傲
的一个人，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照顾我，
虽然我正在一步一步向她靠近，但我觉

得就是我的大姐姐。”
“压力感觉没有，赛前有准备跟奥

运冠军打，但最后的时候对手还是自
己，”张靖婧说，她表示以后还需要改
进自己的决赛能力，力争更加稳定和
自信。

这是张靖婧第一枚综合
性大型运动会的金牌，对
于比赛的意义，她说：“冠
军意味着过去了。陆陆续
续一年比一年好，不断总

结，每一场比赛中总结、成
长吧。”

对于张靖婧这名队
员，国家射击队女队教练
薛保全曾经评价称“拿了
好成绩容易飘，下一场立
马摔跤”，不过在连拿了两
个国际大赛冠军之后，张

靖婧已经用成绩证明了自己的
成长。

里约奥运会还有两年，中国女
子运动手枪这个项目也有很长的路
要走，不过，张靖婧的成长还是让中
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形成了她和陈颖
的“双保险”。对于很长时间以来

“孤军奋战”的陈颖来说，身边多了
这样一个可靠的队友和对手，她自
己也很高兴。

陈颖说：“张靖婧从进了国家队以
后就是一个上升的势态，从世锦赛拿
了冠军之后，霸气就立刻出来了，我感
觉自己也特别欣慰。虽然是个体的项
目，但世锦赛和亚运会还是有团体的
竞争的，当看到她打得好的时候心里
特别特别的踏实。”

开始让队友觉得“踏实”，张靖婧在
亚运会收获的不只是成绩。亚运会冠
军，一定是一个好的开始。

新华社记者 林德韧 朱超 张青
（新华社仁川9月22日电）

张靖婧扛起女子手枪新旗帜

9 月 22
日，在柔道女
子 78公斤以
上级决赛中，
中国选手马思
思（上）战胜日
本选手稻森奈
见 ，获 得 冠
军。

新华社发

一战超越两个奥运冠军

张靖婧。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