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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武汉9月23日电 上周末刚
宣布退役的李娜23日在家乡武汉公开
亮相。她在WTA武汉网球公开赛新
闻发布厅表示，一直坚信中国网球的未
来会非常美好，自己退役后的目标是拥
有自己的网球学校，从而让更多孩子接
触网球。此外，她将回归家庭，有一天
会当上妈妈。

退役主因是膝伤

李娜今年初重新爆发圆梦澳网，
卡洛斯功不可没。然而，这位阿根廷
名帅在本赛季温网后因工作分身乏
术，弃李娜而去，坊间一直猜测这是
她退役的诱因。对此，李娜说：“我退
役的主要原因是自己的身体已经承
受不了这么多的负荷，主要是膝盖的
原因。”

“他不能执教，并不是因为我和他
之间的问题，而是因为第三方的原因。
当时谈这个问题时，双方都有流泪，因

为大家都觉得舍不得。”她说。

想开办网校帮助更多儿童

谈到退役后的新目标，李娜明确表
态，如果不热爱自己的事业，就不会坚
持那么多年，退役后仍会从事与网球有
关的事业，同时会做些慈善。

她说：“希望拥有自己的网球学校，
会从最基层开始做起，会帮助到更多的
小朋友，希望他们有机会和更好的环境
接触网球。”

32岁李娜感谢15岁李娜

在李娜 19日发表的退役告别信
中，她连用21个“感谢”向帮助过、关注
过自己的人致意。有记者问她是否单
单忘了感谢自己。对此，李娜颇有感触
地说：“在写完退役信后，发现这么多年
来根本没有感谢过自己，所以很想说，
现在32岁的李娜感谢15岁的李娜，感

谢曾经年轻的自己一直坚持自己的梦
想，然后努力训练每一天，争取达到自
己的目标。”

“32岁的李娜可能没有15岁的李
娜坚强。但是感谢她的坚持，才会有今
天的李娜。”她说。

有天会当妈

新闻发布厅被记者挤得水泄不通，
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默默站在墙边
的姜山。但李娜并没有忘记提及这位

“女强人背后的好男人”。
“了解我俩的朋友，都觉得我们应

该是双胞胎，不管去哪里，我俩都是一
起。感谢他这么多年一直陪伴我，不管
我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都在我旁边，
我知道我回头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李
娜说。

面对记者关心的“下一代问题”，李
娜笃定地说：“妈妈角色也是人生中的
一部分，会有来临的那一天。”

李娜退役后要干两件事
先办网球学校再当妈妈

关注仁川亚运会

陈运鹏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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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仁川9月23日电（记者周
欣 权香兰）怒吼吧，张扬吧！带伤参
赛的孙杨在击败日本萩野公介和韩国
朴泰桓两大高手后，用亚运会400米自
由泳金牌宣告王者归来。

这是一枚迟到的金牌，也是孙杨在
本届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四年前，孙
杨因为年轻，被对手朴泰桓打乱了战术
而无缘金牌。如今，孙杨是奥运会双料
冠军，实力雄厚却在200米自由泳中意
外丢金，还挫伤了左手大拇指，让日本
黑马萩野公介“抢走”了冠军。

为了这一枚金牌，孙杨战略上缺
席22日的4X200米自由泳接力，为了
这一枚金牌，孙杨忍痛带伤战斗，挥着

肿胀疼痛的手掌，每划一下都会牵动
伤处。“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运动员
不能为这么一点小伤而退缩。”孙杨不
介意地说。

为了这一枚金牌，孙杨在23日的
比赛一开始后就始终保持领先，牢牢占
据领头羊的位置，并从200米后开始加
快频率，冲破萩野公介和朴泰桓的夹
击，最终以3分43秒23的成绩收获自
己的亚运会第一金，已经三金在手的萩
野公介以3分44秒48获得亚军，东道
主选手朴泰桓3分48秒33收获自己的
第三块铜牌。

率先触壁的孙杨大吼、振臂高呼。
他承认：“非常抱歉没能为中国游泳拿到

200米自由泳金牌！这块金牌就是要弥
补一下之前的遗憾，杀一杀日本队的士
气。萩野公介的最后冲刺能力很厉害，
但是他的能力再强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就是要用更有力的冲刺压倒他。”

“虽然我的手指还有点疼，出发的
时候还滑了一下，但比赛过程中就忘
了。我今天游得很放松，两边都是优秀
选手，我告诉自己，要稳住，不要被对手
打乱。”

孙杨用酣畅淋漓的胜利证明了
自己才是自由泳之王。孙杨甚至希
望有更多的“孙杨”和“叶诗文”涌现
出来，共同为提高中国游泳整体水
平而努力。

孙杨400米自由泳夺金“复仇”
他赛后称这块金牌就是要杀一杀日本队的士气

新华社仁川9月23日电（记者周
欣）22日晚，日本游泳继续强劲的势
头，在男子项目上全面“统治”：萩野公
介以1分55秒34获得男子200米个人
混合泳冠军，并打破亚洲纪录，同时他
参加的男子4×200自由泳接力也获得
冠军，古贺淳也封王男子50米仰泳冠
军，女将渡部香生子获得女子200米蛙
泳冠军。前中国游泳队总教练陈运鹏
对本场比赛进行了点评：

日本游泳这几年整体实力提高得
很快，稳居世界第四游泳强国。中国游
泳要警惕日本队！

日本游泳有三个特点：第一，身材不
高，濑户大也1米75，萩野公介1米76，
入江陵介1米78。他们在中国可能连国
家队集训名单都不会入选，但凭借技术
弥补了身高的缺陷。他们的动作非常舒
展，技术合理细腻，从减少水的阻力来改

造技术细节。在提高速度方面，增加前
进的牵引力和减少阻力同样重要。

第二，日本人比较重视频率，濑户
大也在昨天200米蝶泳的途中游相当
于欧美选手的100米比赛频率，相当惊
人。

第三，日本选手训练刻苦，训练实力
尤其是主项的训练实力相当好。近几年，
他们摸索出了大赛之前的准备训练规律，
所以他们在大赛中多有优异的表现。

可以说，日本人善于总结并且及时
归纳成功经验。在指导出两届奥运双料
冠军北岛康介后，平井伯昌成功地将自
己的先进训练理念运用到萩野公介等队
员中，不仅仅是蛙泳，还有蝶泳、混合泳
和自由泳，距离不仅仅是200米，日本队
员在100米，200米甚至400米的进步都
与接受他的训练理念有很大关系。

这三个特点，再加上日本人不畏强
手的拼搏精神，在未来几年里，日本都
是中国游泳最强大的对手。相信中国
游泳一定会迎接挑战，在竞争中更加完
善和强大。

警惕日本游泳

新华社仁川9月23日电（记者李
博闻 彭茜）23日，中国男子网球队在仁
川亚运会男子团体半决赛赢得“自信之
战”，他们以总比分2：1逆转击败日本
队，时隔24年再次打入亚运会决赛。

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李玲蔚表示，“这是中国男子网球一个

很小的突破，但在信心上是一个很大的
提升。对男队来讲，我觉得最主要是士
气的突破，如何通过大型赛事提高信
心。昨天中华台北队，今天日本队都是
亚洲强队，（赢下来）对男队来讲信心是
最重要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中国网
球男子团体打入决赛并最终摘金，但此

后的24年便再也无缘奖牌。
首战第一单打吴迪1：2不敌对手，

但张择在第二战气势如虹扳回一城。
决胜的男双比赛，中国组合李喆／公茂
鑫再度上演翻盘好戏，他们在首盘2：6
输掉后以7：6（5）和6：2连下两局，逆转
取胜，帮助中国男团杀入决赛。

“对中国队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
大的鼓励。我们经过了非常艰难的
时刻去逆转过来，让我们对之后的单
项赛还有明天的决赛都充满信心，”
李喆说。

时隔24年

中国网球男团再进决赛

新华社仁川9月23日
电（记者李铮 沈楠）仁川
亚运会24日将决出 39 块
金牌，数量之多令人眼花
缭乱，能引关注、撑场面
的除了游泳，还有网球、
体操单项以及赛艇等。

24日将有7枚金牌产
生于泳池。孙杨、萩野公介、朴泰桓
在200米、400米自由泳联手演绎了

“三国杀”之后，他们将携其他奥运冠
军在各自的强项上冲击金牌。孙杨
将和本届亚运会50米自由泳冠军宁

泽涛合力为中国队冲击男子 4X100
米自由泳接力金牌，而萩野公介将参
加自己的最强项、男子400米个人混
合泳。

在女子200米蝶泳比赛中，中国
队两大蝶后刘子歌、焦刘洋将组成双
保险。已将50米仰泳金牌收入帐中
的傅园慧将和日本对手争夺女子100
米仰泳冠军。而唐奕、沈铎两位青奥
会六金王自然不会让女子200米自由
泳的金牌旁落。在男子100米蝶泳和
100米蛙泳中，中国队不具备夺金的
竞争力。

亚运夺金狂潮出现

中国军团将扩大领先优势

9月23日，在2014仁川亚运会羽
毛球男子团体决赛中，首盘谌龙爆冷，徐
晨/张楠在第二盘失利，国羽大比分0：2
落后。林丹横扫李东根，蔡赟/傅海峰上
演大逆转，中国队一度追到2平。但随
着小将高欢在决胜盘不敌李炫一，国羽
还是2：3惜败，无缘3连冠。

图为林丹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羽毛球男团决赛负韩国

国羽无缘三连冠

9月 23日，小威对阵法
国选手科内特。在第一盘以
6：5领先的情况下，小威因伤
退出比赛。 新华社发

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二轮

小威因伤退赛

新华社沈阳9月23日电（张逸飞）23日上
午，CBA体测动员大会在沈阳体育学院举行。参
加此次体测的球队包括今年刚刚升上CBA的江
苏同曦队和重庆翱龙队，规模达到了空前的20
支。据了解，此次体测不包含正在韩国参加亚运
会的中国男篮球员，著名球星王治郅享受特殊条
款免测，易建联则因在美国特训缺席。

本次体测包括四个测试项目，分别为专项速度
耐力、2分钟强度投篮、负重深蹲和负重卧推。据中
国篮协运管部负责人叶庆晖介绍，本次体测不达标
的运动员以及最终达标人数不足10人的运动队将
不能获得2014－2015赛季CBA联赛参赛资格。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球星王治郅由于符合条款
中“年满36岁以上曾效力国家队，且参加过奥运
会、世锦赛、亚运会和亚锦赛”的免测条件而享受
免测资格。而广东队的头号球星易建联则由于正
在美国特训，准备参加补测。

CBA体测
大郅免测阿联缺席

新华社广州9月23日电（记者王浩明）2014
年广州马拉松赛报名抽签结果23日揭晓，在参与
网上报名的49813人中，共有17095人中签，总体
中签率不足35％。

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数据显示，广州马拉松
赛三个项目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和迷你马
拉松的中签率呈现依次递减：全马中签人数为
4331人，中签率约为57％；半马中签4428人，
中签率约为32％；迷你马拉松中签8300人，中
签率约为29％。

据介绍，中签结果将于9月24日上午10时在
广州马拉松官方网站公布，报名者可通过网络查
询中签状态。中签者须在9月30日17时之前支
付报名费用，完成相应报名流程。如未能按期支
付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如有较多中签者未能完成
支付，组委会将进行第二轮抽签。

广州马拉松
报名中签率不足35％

9月25日凌晨，意甲第4轮的一场比赛在尤
文图斯球场展开，尤文主场对阵升班马切塞纳，尤
文若胜，不但将追平尘封65年的意甲跨赛季主场
连胜纪录，阿莱格里执教的老妇人也将超越孔蒂
时代开季4连胜的纪录，如果再能继续零封，尤文
将继1986-1987赛季后再度实现联赛前4轮不
丢球。

客场击败米兰，尤文收获开局4连胜，阿莱格
里执教的斑马军团已经追平孔蒂执教3个赛季最
长的开局连胜纪录。如果本轮拿下切塞纳，则阿
莱格里又将尝到前任所不能的滋味，而且孔蒂时
期最长的开季联赛连胜纪录也是4轮。更值得肯
定的是，尤文本赛季前4场均保持零封，累计不失
球时间已近达到801分钟（上赛季后4场也未失
球，尤文队史最长的不丢球纪录是903分钟），尤
文上次联赛前4轮不丢球，还要追溯到遥远的
1986-1987赛季。如果继续保持完璧，斑马军团
有望超越27年前的成绩。 ■ 王黎刚

意甲前瞻

尤文一战要破纪录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9月22日电（记者姬烨）
在21日的巴甲联赛第23轮比赛中，老牌劲旅帕
尔梅拉斯队客场以0：6惨败戈亚斯队，跌至积分
榜最后一位，这场球队历史上最大比分的失利引
发了球迷骚乱。

由于对球队表现不满，前往客场看球的帕尔
梅拉斯球迷在赛后向球队大巴投掷石块和水瓶。
警方及时介入使得本次球迷骚乱没有造成人员伤
亡。据巴西媒体报道，闹事的球迷专门等在帕尔
梅拉斯下榻的酒店门口，等球队大巴抵达后开始
进行攻击和谩骂。在22日帕尔梅拉斯队回到俱
乐部所在地圣保罗之后，警方也加大了安保力度。

巴甲老牌劲旅惨败
引发球迷骚乱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为激发
职工创业热情，培养职工顽强拼搏、团结合作、争
创一流的精神，昨天上午，海南省地质局第四届职
工运动会在该局职工小区内的灯光球场开幕。

本届职工运动会为期5天，26日结束。包括
省地质局机关和下属企事业单位在内的21个代
表队近2000人次，将参加篮球、乒乓球、羽毛球、
拔河、长跑等项目的角逐。

省地质局办职工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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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2日，海建集团第三届职工运动会
开幕式在海宁总公司广场上举行。

现场朴素有序，气氛热烈高涨，来自海建所
属21家企业代表队、农民工代表队以及最具特
色的预备役代表队共 23 支队伍参加了开幕
式，863名运动员将角逐篮球、排球、足球、羽
毛球、拔河5个项目。这次活动是海建企业文
化的一次大展示，也是海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
次大检阅。 （黎惠芳）

海建集团办职工运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