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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俊晖无奈看着对手表演。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伦敦1月14日电（记者王子江）中
国台球“一哥”丁俊晖14日在这里举行的斯诺克
大师赛中，以3：6不敌英格兰选手乔·佩里，连续
第四年首轮败北。

丁俊晖曾在2011年赢得过大师赛冠军，但之
后这项比赛从温布利体育馆搬迁到伦敦更北部的
亚历山德拉宫，他就再也没有赢得过一场比赛。

第11次参加大师赛的丁俊晖赛后非常伤心，他
以一句苦涩的玩笑解释失败的原因：“也许亚历山德
拉宫不喜欢我，它更希望让一位英格兰选手赢球。”

他还说：“本赛季的失望太多了，只不过又输
了一场，不要紧，我期待下一场比赛。”

本赛季一度登上世界第一宝座的丁俊晖说，
自己状态暂时不好并不是训练的问题，“我每天都
训练很长时间，训练时也很有信心，但一到了比赛
就不能集中注意力”。

他说：“也许我应该想象当年刚来英国时的生
活，那时每场比赛都渴望去赢，现在也许缺少了一
些战斗精神。”

大师赛与世界锦标赛和英国锦标赛被称为斯
诺克传统三大赛事，只有排名世界前16的选手才
有资格参加。

斯诺克大师赛
丁俊晖又是“一轮游”

■ 阿成

国足亚洲杯两连胜提前锁定小组
第一杀进八强，这么多年未有的战果振
奋人心，国足队员在比赛中展现出的精
神面貌和比赛气质，也给人一种脱胎换
骨的感觉。此外，被视为小组中实力较
弱的中国队，在场面上看并未落下风，
与种子队乌兹别克斯坦之战还占些优
势。用佩兰的话说：“我们的胜利理所
当然。”

佩兰执教短短半年，就让国足脱胎
换骨，这有点神奇。关于佩兰对国足的
成功改造和临场的神奇用兵，赛后媒体
和球迷已称赞太多，几乎顶礼膜拜了。
不过，放眼足球世界，一个教练再神奇，
也不会成为一支球队水平和好成绩的
决定性因素，国足的变化，肯定有其他
的原因。

国足已不争气N多年，也已被骂了
N多年了。但需要注重的是，佩家军几

乎是一支全新的队伍，成军半年来，在
亚洲杯前并没有参加过正式大赛，而热
身赛表现不错，其实没有太多挨骂的机
会。佩家军中，也就郑智等个别老队员
经历过“屡战屡败，屡败屡骂”的日子，
而大多数球员，是在联赛中成长的新一
代佼佼者。

不见得新一代球员就比老一代球
员强很多，但庆幸的是，他们身处的环
境已发生了变化。其一，“打假扫黑”风
暴后，联赛环境和风气大为改观，赛场
干净多了，大家都认真踢球了。而最近
高层对足球的高度重视，更是注入了

“兴奋剂”。其实以往国足制造的某些
“惨案”，并非球员真实能力的体现，不
能说他们踢假球，但能否真正做到全力
拼搏？就是个疑问了。

再有就是“压力”问题。此次亚洲
杯足协充分放权，并没有一路督军，不
再会议、指示不断。国足队员也因此没
有背负莫名的压力，可以轻松上阵。此

次亚洲杯赛场内外，以往那种凝重的气
氛不见了，倒是经常看到国足球员轻松
的神情和欢快的笑脸。

但这支国足的抗压能力和实际水
平如何？还有待往后比赛的检验。严
格来说，中国队小组前两轮比赛并非一
场定生死之战，而最后一轮打朝鲜队成
为“热身赛”，只有在淘汰赛中检验这批
年轻的国足球员能否很好适应生死战
的气氛了。从亚洲杯前面的比赛来看，
乌兹别克和沙特的实力可能被高估了；
几支传统强队中，澳大利亚和日本表现
抢眼是夺冠大热门；而不知什么原因，
韩国队至今还没有
踢 出 其 应 有 的 水
准。淘汰赛中国队
对阵韩国的可能性
较大，若韩国队的
表 现 没 有 太 大 改
观，国足没准还能
带来惊喜。

小组赛赛程过半，西亚队对阵非西亚队仅1胜6负

西亚球队为何集体疲软？
关注亚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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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杯透支体能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2014年11
月，第22届海湾杯在沙特进行。海湾
杯一共有8支球队参加，除了也门之
外，其他7支球队都入围了亚洲杯决
赛圈。而本届亚洲杯中，只有伊朗、约
旦和巴勒斯坦没有参加海湾杯。

海湾国家喜欢“窝里斗”，对于海
湾杯的重视程度远远高过亚洲杯、世
预赛等一系列赛事，而一个多月前的
海湾杯也让球员们几乎透支了体能。
像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等球队都在亚
洲杯的比赛中表现出体能不足的状
况，这些球队中一些重要球星也因为
在海湾杯上消耗过大而出现伤病情
况，沙特的沙姆拉尼在来到澳大利亚
后伤退，伊拉克老将尤尼斯、卡塔尔
核心哈尔范、科威特头号前锋穆塔瓦
都在亚洲杯开始前受到不同程度伤
病的困扰，恢复时间不足也严重影响
了他们在亚洲杯上的状态。

湿润气候难适应

亚洲足坛大多数球队都是“主场

龙、客场虫”，尤其是西亚球队，他们
主场燥热的气候和狂热的氛围往往
令做客的东亚球队无所适从，而到了
东亚客场，他们的战斗力往往就会大
打折扣。

而对于大多数西亚球员来说，本
届亚洲杯的主办地澳大利亚相对陌
生，一来澳大利亚入亚时间短，二来由
于分区关系，大多数西亚球员很少随
俱乐部做客澳洲打比赛，再者由于地
理距离较远，极少有西亚球队到澳洲
打热身赛，只能通过诸如亚预赛、世预
赛等一些数量不多的正式比赛来提高
对澳洲的认知。

澳大利亚此次几个主办城市都集
中在东南沿海，属于温润的海洋性气
候，湿度大是与西亚干燥的沙漠性气候
最大的区别。包括阿联酋、卡塔尔、巴
林在内的众多西亚球队都曾在备战过
程中被大雨打乱训练计划，很多球员也
抱怨，训练中跑两步就衣服湿透，让人
相当难以适应。

临阵换帅瞎折腾

巴林、科威特、沙特、伊拉克4支
球队都是在亚洲杯开始前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仓促换帅。
这4支球队都在一个
多月前的海湾杯比赛
中表现不佳，巴林、科
威特、伊拉克都小组
出局，而沙特作为东
道主则在决赛中失
利，无缘冠军。

其中，沙特和伊
拉克最为奇葩，由于
一时找不到合适人
选，两支球队都从别
的俱乐部“租借”主教
练，沙特从迪拜阿赫利
租来罗马尼亚人奥拉罗
尤，而伊拉克队的本土
主帅舍奈舍尔则是从卡
塔尔SC队租借而来。都
知道西亚球队爱炒教练，
但租借“临时工”打正式比
赛的情况之前还真不多
见。而在亚洲杯结束后，这
些可能连球员名字都还没
叫熟的“临时工”或许又得
离任，如此折腾换帅，怎能
打出好成绩呢？

（丹师）

国足缘何给人脱胎换骨之感？

据新华社悉尼1月15日电（记者刘
宁 谢希语 张小军）14秒！马布库特在

15日进行的2015年亚洲杯足球赛C
组第二轮中攻入亚洲杯历史最快进
球，帮助阿联酋队2：1击败巴林
队，与1：0拿下卡塔尔队的伊朗
队携手杀入八强。

本届亚洲杯首轮4：1大
胜卡塔尔队，阿联酋队信

心大增。在堪培拉体育
场里近万名球迷的助

威声中，开场仅14
秒，阿联酋队就
获得梦幻般开
局。马布库特接

队友过顶妙传，在小禁区左侧撕破对手防
线扫射破门，攻入亚洲杯历史上最快进球，
这也是这位强力前锋近6场比赛为球队攻
入的第八粒入球。前纪录由中国球员谢育
新在1992年亚洲杯上创造，为第32秒。

阿克旺尼在第26分钟头球建功，为巴
林队1：1扳平了比分。下半场第73分，阿
联酋队中场大将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
右侧开出的任意球被巴林队的队长哈桑顶
入自家球门。收到“乌龙”大礼的阿联酋队
凭借这一入球最终2：1获胜并提前出线。

另一场C组第二轮的较量，伊朗队20
岁的阿兹蒙成为当场最耀眼的明星。第
52分钟，阿兹蒙禁区内灵光乍现，后脚跟
磕球转身过人，面对出击的门将一脚捅射
成功破门，攻入全场唯一进球。

第二轮战罢，阿联酋和伊朗队都是两
战两胜同积6分，携手晋级八强。凭借净
胜球的优势，阿联酋队暂列小组第一，伊
朗队紧随其后。卡塔尔和巴林队两战皆
负，被淘汰出局。

阿联酋伊朗进八强
马布库特攻入亚洲杯历史最快进球

亚洲杯小组赛赛程过半。在本届亚洲杯的16强当中，西亚球队一
共有10支，占据了总数的近三分之二。可是，半程下来，他们的成绩却
有些惨不忍睹。

在小组赛前半程的12场比赛中，除了3场西亚球队之间的
“内战”之外，西亚队与非西亚队的7场比赛，除了沙特队4：1
击败朝鲜，其余6战全败，得失球比为5：16，而且在A组当
中，科威特与阿曼两支西亚球队都已早早出局。如此惨淡的
战绩让亚足联的西亚大佬们也有点挂不住脸面了。都知道
西亚足球近年来退步大，但此次澳大利亚亚洲杯似乎体现得
尤其明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西亚队的集体疲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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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国足抵达堪培拉下榻堪培拉皇冠假日酒店。18日，国足将在
这里战朝鲜队。斗志昂扬期待以全胜战绩进入八强战。图为国足队员走出大
巴。 小新发

国足转战堪培拉

北京时间16日，NBA常规赛骑士
客场战湖人，23号VS24号，勒布朗大
战科比，这搁在以往是多么好的戏码。
不过，如今把骑士与湖人之战视作詹姆
斯与科比的个人对决，稍显勉强，毕竟
科比已36岁高龄，而且饱受伤病困扰，
最近战意不浓，休战多日后刚刚复出。

相比科比，詹姆斯对这场比赛的求
胜渴望更强烈。骑士最近六连败，朝着
低谷不断滑陷，詹皇坐不住了。14日，

詹姆斯在连续休战八场后终于复出，欲
带领球队走出困境。但在客场与太阳
的比赛中，虽然詹皇拿下33分，仍然没
能阻止骑士的连败之势。如今骑士的
胜率跌破50%以下（19胜20负）。

与詹姆斯一样，科比也是在球队最
近一场比赛才复出，而他复出的首战也
吃到败仗，湖人以75：78输给热火。与
詹姆斯不同的是，科比不仅没有赢得比
赛，个人表现也很糟糕，他全场19投只

有3中，15.8%的命中率在其整个职业
生涯堪称最差之一。

科比并没有受伤，但只是想多休
息。15日与骑士之战是湖人背靠背连
续两场比赛中的第一场，科比可能会选
择出战其中一场，不知道他会不会放弃
与詹姆斯碰面。如果错过詹皇战科比，
也没什么好可惜的，反正如今 23 号
VS24号已不是重头戏了。

■ 林永成

詹皇战科比 已非重头戏

据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14 日电
NBA常规赛14日战罢10场。奥拉迪
波得到 32 分，帮助奥兰多魔术队以
120：113爆冷击败休斯敦火箭队。同
样得到32分的罗斯却没能带领球队获
胜，芝加哥公牛队主场以99：105不敌
华盛顿奇才队。

魔术与火箭的对决，霍华德成为焦
点。重回奥兰多的“魔兽”本场比赛表
现尚可，贡献了23分和8个篮板。哈登
虽然也有26分、10次助攻入账，却出现
了7次失误。

魔术延续了上一场击败公牛的良
好状态，两名大将奥拉迪波和武切维奇
再次同时爆发，分别砍下 32分和 25
分，帮助魔术拿下比赛。

公牛与奇才的比赛也被看做是两
位全明星控卫沃尔和罗斯之间的较
量。尽管罗斯状态不错，首节就拿到
14分，全场砍下32分并有5次助攻，但
沃尔表现同样不俗，全场拿下21分和9
次助攻。最后一节后半段，奇才打出一
波12：3，一举奠定胜局。

排名东、西部榜首的亚特兰大老鹰

队和金州勇士队战胜各自对手。东部
第一老鹰客场105：91战胜了波士顿凯
尔特人队，豪取10连胜。西部老大勇
士则主场104：89击退迈阿密热火队，
连胜记录也扩大到8场。

此外，圣安东尼奥马刺队98：93战
胜夏洛特黄蜂队；孟菲斯灰熊队103：92
击败布鲁克林网队；新奥尔良鹈鹕队
105：94力克底特律活塞队；多伦多猛龙
队100：84轻取费城76人队；丹佛掘金
队114：107击败达拉斯小牛队；洛杉矶
快船队100：94战胜波特兰开拓者队。

魔术爆冷毁火箭
奇才发威擒公牛

常规赛战报NBA

1月15日，灰熊队球员加索尔（左）在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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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网球赛在省体校收拍
本报海口1月15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

“中世体盟杯”校园网球赛今天在省高级体育运动
技术学校网球场落幕，学生组男子单打前四名分
别被蔡汝郁、陈清祥、林德升、李卫获得；教职工组
男子单打前四名分别为王秋青、陈南海、叶世冠、
王学锟；王秋青/陶岚、蔡汝郁/陈升霞、谢仁善/陈
兰、叶世冠/吴金穗分别获得混合双打第一至四名。

比赛为期4天，共进行82场比赛，比赛分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实行小组赛循环赛，第二阶段实
行交叉淘汰赛，分别取得前4名予以奖励。本次
比赛由海南省高级体育运动技术学校主办，海南
中世体盟体育赛事有限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

三亚将办业余网球公开赛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三亚市网球协

会获悉，首届“奥瀚投资杯”三亚业余网球公开赛
将于1月24日和25日在三亚网球中心举行。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男子男单和男子双打两
个项目，各设64个签位，比赛采用淘汰制，一盘六
局定胜负。比赛采用信任制。本次比赛总奖金
26800元，单、双打冠军各奖励5000元。比赛报
名限制为参加过三亚网球积分赛的球员或海南常
住人口。本次比赛由三亚市网球协会主办。

新东家材料不齐
重庆力帆未能转让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者岳东兴 公
兵 周凯）中国足协转让工作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
15日向记者证实，重庆力帆俱乐部转让未能成功。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提交材料的截止时间也
就是15日17点时，重庆力帆俱乐部新东家没有
向足协补交齐相关材料，因此此次转让不成功。
力帆俱乐部接下来的事宜仍由原东家商讨研究。

对于重庆力帆能否继续打新赛季中超的问
题，相关负责人表示，力帆俱乐部在截止时间前交
了准入材料（不包括齐全的转让材料）；能否打中
超，在各方研究后才会有决定。

此前，13日下午，力帆新东家的具体工作人
员来足协递交转让材料，办理转让手续。足协审
查后认为这家新俱乐部的转让手续不齐，没有通
过，需补齐相关材料。

本月初，记者从重庆市工商信息系统查询到，
重庆力帆俱乐部股权转让已经完成，新股东为企
业法人北京华夏国瑞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和自然
人王衎，俱乐部也更名为重庆昌盛足球俱乐部。

足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加强对俱乐部转
让工作的管理，近期，足协的职业联赛理事会执行
局、竞赛部、法务部专门成立了转让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对俱乐部转让的审核。

作为曾经的足协杯冠军，重庆力帆在去年10月
由中甲“冲超”成功，但在两个月后宣布寻求转让。

罗纳尔多宣布复出计划
将踢美国第二级别联赛

据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月14日电（记
者姬烨）“外星人”罗纳尔多14日宣布，自己计划
在美国第二级别足球联赛中重新披挂上阵。

这名38岁的巴西足球巨星日前成为美国劳
德代尔堡前锋足球俱乐部的所有者之一，为了自
己的这支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足球队，“外星
人”计划复出参赛。他在14日表示自己希望能在
4月4日劳德代尔堡前锋队的首场比赛中复出，一
旦最终成行，这将是罗纳尔多自2011年从巴甲科
林蒂安队退役以来首度复出。

罗纳尔多说：“重新恢复状态并不容易，我将
尽力一试，多进行训练。我喜欢踢球，足球是我的
挚爱，但在我退役之后，踢球就是为了保持身体健
康。我之前有太多伤病了。”

新东家材料不齐
重庆力帆未能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