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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122：110北控

北京97：111四川

山西112：110新疆

广东127：102浙江

青岛133：140广厦

佛山111：105八一

吉林103：110深圳

山东113：115江苏

天津111：118福建

同曦95：100上海

女单决赛
小威VS科贝尔

男双决赛
穆雷/索阿雷斯VS
内斯特/斯泰潘内克(16：30开始)

澳网
今日
对阵

2016年1月30日 星期六
值班主任：满国徽 主编：林永成 美编：孙发强综合体育新闻B07

■■■■■ ■■■■■ ■■■■■

本报讯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女单
决赛1月30日进行，头号种子小威廉姆
斯迎战德国悍将科贝尔。小威如若能夺

冠，将追平格拉芙的22个大满贯单
打冠军的纪录。在赛前发布会上，
小威表示自己感觉不错，渐入佳
境。对于去年美网的失利，她坦
言会把它当成一次教训不断鞭
策自己前进。

说起自己第一个大满贯女
单决赛1999年美网决赛的经
历时，小威还是记忆犹新，她表
示当时自己感觉很好，无所畏
惧，所以最终拿下了冠军，“在我
第一个（大满贯）决赛时我感觉
很好，在赛事开始前我就有这种
感觉，觉得我能在那里发挥很好。
对手也许也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
但这种感觉很好。”
谈到赛前会如何准备时，小威表示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会以平常心看待这
场决赛，“我不会做太多事情。我只是待
在我的地方，只是看看电视。通常我会
看一些比赛。”

去年美网，被看好的小威大热倒灶，
意外输给了文奇止步半决赛，谈到这场
失利，小威表示自己学到了很多，“每个
人都有期望。在纽约我是热门，我觉得
自己可以在纽约做得更好，但结果我输
了。但那是很好的学习经历，所以我会
将这份教训带到场上，不仅是这个比赛，
还有接下来的大满贯赛。这次失利一直
不断鞭策我前进。”

本届澳网，小威以未失一盘的成绩
杀进决赛，状态渐入佳境，“我觉得我打
得很好。我知道自己的训练也渐入佳
境，希望我也能继续打得不错。”

“可以说这可能是我这一年来打得
最好的大满贯赛，一年来我也赢下了很
多比赛。但我还没赢下这个冠军呢，如

果我不能夺冠，至少也要表现得够稳定，
这是我想继续保持下去的。”

和小威拥有21个大满贯女单冠军
头衔不同，科贝尔还是大满贯决赛的新
面孔，这是她第一次闯进大满贯女单决
赛，“当你年轻时，你是无所畏惧的。我
觉得科贝尔这几年一直证明自己是可以
打得很好的。”小威说。

小威和科贝尔交锋6次，小威取得5
胜1负遥遥领先，世界第一唯一一次失利
是2012年辛辛那提赛女单1/4决赛，当时
科贝尔以两个6：4获胜。 （小丁）

“美网失利鞭策我前进”
澳网女单决赛今天上演，小威剑指大满贯22冠

本报讯 北京时间1月29日消息，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结束女双决赛的
争夺，头号种子辛吉斯/米尔扎以7：6
（1）/6：3力克7号种子赫拉德卡/赫拉瓦
科娃，夺得冠军，并将连胜纪录扩大到
了36场。这是她们连续第三次捧得大
满贯女双冠军，同时也是辛吉斯自2002
年后首次问鼎澳网女双冠军。

本届澳网是辛吉斯/米尔扎连续第
三次闯入大满贯决赛，去年的温网和美
网，她们都成功夺冠。而此番澳网晋级
之路，辛吉斯/米尔扎也仅丢一盘，半决
赛仅丢一局横扫对手。捷克组合赫拉
德卡/赫拉瓦科娃此前曾经拿过2012年
法网和2013年美网的冠军，两人在今
年澳网的晋级之路相对艰难不少，她们
在半决赛中经过三盘大战逆转击败中
国组合郑赛赛/徐一幡。 （小新）

辛吉斯/米尔扎女双夺冠
豪取36连胜 实现大满贯赛三连冠

北京时间1月29日晚，在澳网男单第二场半
决赛中，2号种子穆雷与13号种子拉奥尼奇激战
五盘，最终以4：6/7：5/6：7（4）/6：4/6：2胜出，第
五次闯入决赛，将在31日的决赛中挑战头号种
子、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这是澳网男单决赛连
续两年在这两名选手之间进行。

上图为穆雷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五盘大战逆转拉奥尼奇

穆雷进决赛
再挑战小德

“杜威二少”率领的雷霆是西部强
队之一，大约也是排在勇士、马刺、骑士
之后的第四号夺冠热门。让雷霆郁闷
的是，他们已连续5次输给了火箭，这其
中有4场的胜负差距不超过5分。北京
时间1月30日，雷霆将在主场迎战火
箭，“杜威二少”将率队力争打破难胜对
手的“怪圈”。

火箭尽管之前拿到三连胜，但随后
在面对强队马刺时以31分惨败，上半场

丢了69分创赛季新高。在与马刺的比
赛中，哈登和霍华德的表现都不尽人
意，两人合力只贡献了33分。不过哈登
在每次面对旧主雷霆时都有着不错的
发挥，过去5次对阵雷霆场均可以轰下
33.4分，而最近一次击败雷霆的比赛中，
他全场拿到了37分。

雷霆近况不错，依靠杜兰特的神勇
发挥他们拿到两连胜。杜兰特在击败
森林狼的比赛中得到27分，而本月三次

击败森林狼的比赛中，他一共拿到了78
分和22个篮板。不过，雷霆的防守可是
个问题，最近两场比赛，他们失分都上
了120分，幸运的是都拿下了比赛。在
最近30年里，仅有的另一支能够连续两
天在客场失分达120分情况下还赢球的
球队是马刺。“我们喜欢赢球，但我们必
须明白在防守端仍有提升的空间，”威
斯布鲁克说。

■ 林永成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8日电 排
名NBA东部第二的多伦多猛龙队28日
在主场103：93击败缺兵少将的纽约尼
克斯队，豪取创队史纪录的十连胜，并将
与榜首克利夫兰骑士队的胜场差缩小至
两场。

凯利·洛瑞和德罗赞本场各自为猛
龙贡献26分，兄弟两将在全明星赛代表
东部出战，其中洛瑞是连续两年进入东
部全明星首发阵容。瓦兰丘纳斯有11
分和18个篮板入账。

猛龙除开场短暂落后外，几乎整场
比赛都处于领先位置，尼克斯队在末节
还剩3分53秒时曾将分差追近至8分，
但洛瑞此后连得10分浇灭了对手的反
扑火焰。

尼克斯此役阵容不整，头号球星安
东尼因左膝伤势连续第二场缺阵，新秀
波尔津吉斯同样高挂免战牌。阿弗拉罗
得到尼克斯全队最高的20分。

科比和洛杉矶湖人队当晚在斯台普
斯球场迎来故人保罗·加索尔，结果昔日
湖人“神塔”率领芝加哥公牛队以114：
91血洗老东家。

这是加索尔自2014年离开湖人后
首次故地重游，他全场打出了21分、12
个篮板和7次助攻的“准三双”数据，吉
米·巴特勒拿下26分、10次助攻和5个篮
板，德里克·罗斯贡献16分和7个篮板。

此前连续缺阵的科比本场复出但手
感不佳，13投4中仅得10分，乔丹·克拉
克森和朱利叶斯·兰德尔分别得到16分
和14分。

公牛第一节就建立了17分的巨大
优势，湖人曾在第二节将分差缩小到12
分，但此后再没能迈过这道坎。输给公
牛后，湖人遭遇了赛季最长的八连败。

其他几场比赛中，步行者111：92战胜
老鹰，奇才113：117不敌掘金，鹈鹕114：
105击败国王，灰熊103：83大胜雄鹿。

本报讯 北京时间1月29日，NBA
官方公布了2016年NBA全明星替补球
员名单，金州勇士队的格林与汤普森都
入选了西部全明星替补阵容。

这样一来，算上西部全明星首发后
卫库里，卫冕冠军勇士队一共有三名球
员入选今年的全明星赛。跟球迷票选首
发不同，全明星东西部的替补球员是由
NBA各队的主教练选出的。

今年西部全明星替补阵容里的球员

还有：戴维斯（鹈鹕）、考辛斯（国王）、保
罗（快船）、哈登（火箭）以及阿尔德里奇。

今年东部全明星替补阵容是：米尔
萨普（老鹰）、波什（热火）、巴特勒（公
牛）、沃尔（奇才）、托马斯（凯尔特人）、德
拉蒙德（活塞）以及德罗赞（猛龙）。

从今年的全明星阵容来看，少了不少
老面孔，马刺队的邓肯和小牛队的诺维茨
基都落选，而去年东西部的首发中锋加索
尔兄弟也都无缘今年的全明星赛。（小文）

猛龙十连胜逼近东部榜首

NBA全明星替补阵容公布

勇士两大将入选

雷霆不信轰不掉火箭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公兵 汪涌）1月29日晚12点将是中国
国家男足主教练竞聘报名截止时间。
报名“窗口”还未最终关闭，从目前报
名情况来看，估计将有50人左右报名
竞聘这一职位。已报名的不乏济科、
普兰德利、圣保利等名帅。

因涉及保密中国足协不会公布具
体报名名单，但在汇总名单后将尽快研
究并公布报名概况和选帅下一阶段计
划与程序。新华社记者通过知情人士
了解到，估计将有50人左右报名竞聘国
足主帅，其中本土教练不足10％。巴西
教练、“白贝利”济科，意大利国家队前
主帅普兰德利，国际米兰前主帅马扎
里，刚刚从智利国家队主帅位置上卸任

的圣保利，曾执教过大连实德的塞尔维
亚教练科萨诺维奇，阿根廷国家队前主
帅、“疯子”贝尔萨以及葡萄牙国家队前
主帅本托都在报名名单当中。

1月8日，中国足协宣布佩兰不再
担任国足主教练。仅一天之后，中国
足协就发布了选聘国足主教练公告。
公告称，竞聘者的基本条件包括“了解
国际足球、亚洲足球发展趋势，了解中
国足球的基本现状”等。

9日当天，前国足主帅高洪波表示
已报名竞聘国足主帅，他也是第一位
报名的教练。

国足新任主帅很有可能在国足
下场世预赛（3月 24日）进行之前选
拔完成，新主帅有望带队参赛。

国足主教练竞聘
济科等名帅报名

北京时间1月30日晚，西甲联赛第
22轮将上演一场榜首大战，卫冕冠军巴
塞罗那坐镇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目
前两队同积48分排名前两位，不过巴萨
因参加世俱杯少打一场比赛。

目前，西甲联赛已经过半，这场榜
首大战对争冠局势意义重大。如果巴
萨能够取胜，他们在少赛一场的情况
下将对马竞的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
此外，如果皇马不能获胜，巴萨将领先
他们至少6分。如此，巴萨卫冕之路将
顺畅许多。如果巴萨输球，马竞将会
重新回到榜首，皇马也有可能会趁机
缩小分差。接下来，巴萨要三线作战，
马竞和皇马在国王杯出局之后将有更
多精力投入到联赛中，巴萨卫冕之路
将遇到强力挑战。

虽说是榜首大战，巴萨实力还是明

显占优，坐镇主场差距被放得更大，马
竞在诺坎普已19年不胜。从近况来看，
巴萨近期各条战线都奏凯歌，人员齐整
状态正佳。内马尔在周中与毕巴国王
杯次回合的较量中被踩伤了右脚，但西
班牙媒体称他将铁定会出现在这场比
赛中。这样一来，巴萨将可以在本场比
赛中派出MSN领衔的最强阵容。反观
马竞，他们刚刚在国王杯中被淘汰出
局，球队士气或受到影响。

本场比赛还有一大看点，这是图兰
加盟巴萨后第一次与旧主马竞交手。
图兰表示：“比赛前我都会有些紧张，不
过一旦比赛开始就会放松下来。我从
很久前就在谋划这场比赛，我非常尊重
马竞也很喜欢他们，但我现在是巴萨球
员，如在周末取胜将会是我29岁生日最
好的礼物。” ■ 林永成

西甲第22轮今晚上演榜首大战

巴萨欲擒马竞扩大领先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
汪涌）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官方微博
29日宣布，去年租借到西甲球队巴列
卡诺的张呈栋正式回归。他将重披国
安绿色战袍征战新赛季。

据了解，29日张呈栋已飞抵云南
昆明，同正在这里训练的北京国安队

会合，开始新赛季的备战。
张呈栋是去年7月以租借形式加

盟西甲巴列卡诺队的。在此期间，张
呈栋分别在西班牙国王杯和西甲联赛
中登场，完成了中国球员西甲第一人
的历史纪录。不过，张呈栋获得的出
场机会并不多。

结束西甲租借

张呈栋回归北京国安

NBA常规赛

NBA常规赛前瞻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29日电（记者符晓
波 刘兵）29日，经过赛场上激烈的营垒攻防，实
力强劲的哈尔滨队摘得男子、女子组冰壶项目两枚
金牌，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冰壶比赛至此落下帷
幕。除男子青年组决赛意外输给张家口之外，哈尔
滨队共获得冰壶比赛5个小项中的4项冠军。

当天的巅峰之战中，哈尔滨队男、女队分别对
阵乌鲁木齐队、齐齐哈尔队。男子组决赛中，双方
稳扎稳打，节奏缓慢，哈尔滨队前五局丝毫不给对
手任何机会，致使乌鲁木齐队到第六局才收获1
分，最终哈尔滨队以5：2战胜对手。

女子组决赛中，双方前五局战局胶着，你追我
赶，第六局开始哈尔滨队调整战术积极进攻，一举
拿下5分，最终以8：4击败齐齐哈尔队获得冠军。

据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冰球冰壶
部部长李东岩介绍，十三冬冰壶项目共设男、女青
年组，混合双人组，男、女成年组5个项目，其中
男、女青年冰壶项目属首次设立，共18个代表团
的211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比赛场次达133场，
第一次有南方省市代表队参加比赛，第一次有哈
尔滨队之外的队伍获得金牌。

冬运会冰壶比赛落幕

哈尔滨队力斩四金

哈尔滨队队员刘斯佳正在掷壶。新华社发

孙杨澳洲训练受伤
保守估计要6周才能痊愈

据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记者周欣）29日
上午，正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训练的孙杨在训练
时发生意外，右脚第五跖骨骨折，保守估计要6周
才能痊愈。

孙杨在进行陆上体能训练的跳跃动作落地时
受伤，当时，他的右脚落地时崴在地上，“嘎嘣”一
声响后，刚刚还手持实心球做跳跃训练的孙杨瞬
间倒地，捂着右脚脚踝躺在地上，表情痛苦。

然而经过队医的冰敷，孙杨的脚面和踝关节
还是肿胀起来，脚面充血，他只能在体能师和教练
的搀扶下，单腿蹦着离开力量房。前往医院拍X
光片后，诊断为“右脚第五跖骨骨折”。

孙杨透露，当地医生说有两种治疗方案，一种
是开刀手术，第二种是保守治疗、静养，保守估计
6周康复。孙杨和队医商量后选择了保守治疗。

自爆“差点疼哭了”的孙杨在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坚强地说：“这只是训练备战中的小插曲，请
大家放心，我一定会顶住！”

孙杨接下来将按照原计划继续在澳大利亚训
练，3月中旬返回国内。

羽超联赛半决赛

卫冕冠军意外出局
据新华社福建晋江1月29日电（记者苏杰

梁金雄）夺冠第一大热厦门特房队被湖南江湾集
团队横扫三盘出局。这一冷门发生在29日开拍
的2015－2016赛季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季后赛首场半决赛上。

厦门特房的张楠／赵芸蕾是奥运会和世锦赛
混双冠军，这一分被球队认为铁定到手的。可问
题恰恰出现在这对现今世界一号组合身上，他们
爆冷以0：2不敌名不见经传的张稳／黄东萍。

厦门特房虽然丢了首盘，可他们接着出场的
女单王仪涵也曾是世界冠军得主，面对孙瑜打得
十分卖力。在拿下首局大有为球队扳平之势时，
次局战到9平她的右大腿肌肉在救球时拉伤，连
丢两局落败。

在男双比赛中，湖南江湾集团的柴飚／张稳
以2：1击败洪炜／刘成，没有给对手翻盘的机会。

根据赛程，本次超级联赛季后赛第二场半决
赛将于30日进行，由常规赛第二名青岛首都航空
对常规赛第四名浙江竞体。

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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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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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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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上
。

新
华
社
发

尼克斯队球员托马斯（左二）在与
猛龙队的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冬运会花滑比赛收官

金博洋4个四周跳夺冠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29日电（记者周凯

李嘉）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花样滑冰比赛经过男
女自由滑和双人自由滑的较量，今日收官。

在男子单人自由滑比赛中，最后一个出场的
金博洋祭出四个四周跳，虽然有点瑕疵，但超高难
度的动作引发观众阵阵惊呼，最后得分高达
196.62分，夺得男子单人滑冠军。

赵宏博的弟子隋文静、韩聪和王雪涵、王磊组
合分别拿到双人滑冠亚军；李子君以较大优势拿
下女子单人滑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