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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网球团体锦标赛收拍

穆雷一战定江山

万宁世方队夺冠

首夺年终总决赛冠军 首登年终世界第一
用 67 分钟就轻取日本选手锦织圭，以
这样的方式结束比赛的确出人意料。
这场胜利也让穆雷避免了成为一名
“短命”
世界第一的尴尬，
他只有拿下冠
军能才坐稳世界第一的宝座。最终，
他
如愿以偿成为1973年ATP采用电脑积
分以来，
首次登上年终第一的英国选手。
穆雷赛后说：
“我们两人都犯了一
些错误，但最终我还是发挥得更好，在
关键时刻我打得非常稳健。如果你打
得不好，你肯定不可能击败诺瓦克（小
德）这样的高手。
”

谈到这场比赛的意义，他
说：
“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胜利，
我
过去一直在这个比赛中发挥不好，
因此这个星期的表现太伟大了。
”
德约科维奇说：
“我发挥得太
糟糕了，非受迫失误太多，尤其是反
手。我必须说安迪（穆雷）的心理太强
大了，每个回合都打得相当出色，他是
当之无愧的冠军。
”
这个冠军也为穆雷赢得了 239.1
万美元的奖金，德约科维奇获得 126.1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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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 11 月 20 日电 （记
者王子江）ATP 世界巡回赛年终总决
赛 20 日在伦敦的 O2 体育馆落幕，英
国选手穆雷直落两盘击败四届卫冕冠
军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中首次拿下
年终总决赛冠军，同时也锁定了年度
世界排名第一的地位。
两周前刚刚取代德约科维奇成为世
界第一的穆雷，
仅仅用了1小时43分钟
的时间，
就以6：
3，
6：
4获胜。考虑到他前
一天经过创纪录的 3 小时 38 分钟的时
间险胜加拿大选手拉奥尼奇，
而小德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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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1月21日讯（记者王黎刚）2016海
南省网球团体锦标赛昨晚在万宁市收拍，
东道主
万宁世方队在决赛中 3：
2 险胜盛华队夺冠，
并赢
得 3 万元奖金。盛华队屈居亚军，获 2 万元奖
金。在季军争夺战中，
海口网协队战胜海航队。
本次比赛共有 16 支球队参赛，每支参赛队
伍允许邀请 2 名外援。每场比赛举行 5 场双打
比赛。比赛分 4 个小组举行，每组 4 支球队，小
组前两名进入 8 强。小组赛和 8 强淘汰赛在海
南省网球中心球场举行，4 强赛移师万宁举行。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南省
体育总会、万宁市人民政府主办，
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万宁市文体局、万宁市网球协会承
办，海南体育赛事有限公司协办。

海南业余羽球赛开拍
冠军队有机会参加全国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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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提“穆雷时代”

■ 阿成
世界第一与世界第二在年终最
后一战中面对面对决，胜者将成为年
终世界第一，这场面 ATP 历史上还
是第一次出现，今年的 ATP 年终总
决赛因此格外引人关注，观众席上明
星名流云集。要知道，以往打到年终
总决赛时，年终排名这回事或已定局
或悬念不大。
赛前多数人认定穆雷将最终赢

得“第一”之争。但随着总决赛的进
行，小德夺冠的行情看涨，他以连胜
之势杀入决赛，后两场横扫戈芬和锦
织圭更显强势，那个无所不能见谁灭
谁的小德似乎回来了。而穆雷却遭
遇恶战，半决赛躲过赛点才艰难淘汰
拉奥尼奇。小德自己也信心大增，决
赛前说
“好状态来得正是时候”
。然而，
决赛中小德状态大跌，失误连连。他
赛后坦言：
“ 这大概是我这周球感最
不好的一天。如此发挥，我毫无机

切尔西球员科斯塔庆祝进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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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一天之内状态起落这么大，比起
他法网后的下滑，
似乎更令人费解。
这也要看你怎么解读小德后两
场的大胜。戈芬临时替补，体能一
直是短板的锦织圭经过连场苦战后
状态下滑，所谓小德状态回勇有不
少“水分”。此外，锦织圭击球的节
奏和平击为主的球质正合小德的
“胃口”，让他的进攻看起来也很凌
厉。但穆雷的球路和上旋浓重的击
球却很难让小德畅快提速，习惯性

的相持球磨不过对手，发力进攻则
失误增多。随手感一起消失的还有
前一天隐约回归的自信和霸气，面
对强敌和压力，小德战术摇摆，神情
渐渐迷茫又无奈。
总决赛全胜夺冠，对穆雷“世界
第一”成色的质疑可以停止了。接下
来的问题是：
“ 穆雷时代”会不会到
来？与小德之战后，就有记者把这个
话题抛向穆雷。穆雷一贯实诚：
“我
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话题。我会尽力
保持第一的位置，但要复制今年的成
绩将会很困难。
”
能否出现一个
“穆雷时代”
？首先
得看怎么定义
“时代”
。如果以费纳德

创下的标准来衡量，显然，已年近 30
的穆雷不可能复制这等辉煌和统治
力。而在往后两三年时间里，再收获
若干大满贯，并较长时间内位居世界
第一，穆雷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就算
把“时代”的标准降到这么低，实现起
来也不容易，穆雷面临费纳德的反
攻，更有后辈球手的冲击。
所以我们还得继续观望，且慢提
“穆雷时代”。就算往后“穆雷时代”
得到认可，从球风上看，还是“纳达尔
时代”和“德约时代”的延续，都是“以
稳为上”、
“ 多拍超强”的防守反击型
球风。我想球迷们更乐于看到，一个
进攻占主导的“时代”
重新开启。

一球小胜米德尔斯堡

切尔西六连胜登英超榜首
据新华社伦敦 11 月 20 日电 凭
借迭戈·科斯塔的进球，切尔西队在
20 日进行的英超第 12 轮比赛中客场
一球小胜米德尔斯堡队，携六连胜之
势登顶积分榜首位。
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出现在第
41 分钟，切尔西队开出角球，米德尔
斯堡队的后卫在禁区内将球顶了一

下，混战之中迭戈·科斯塔机警地破门
得分，在打进个人本赛季联赛的第 10
粒进球的同时也将切尔西队送上了积
分榜榜首位置。
本赛季的切尔西队与上赛季判若
两队，12 轮过后他们取得 9 胜 1 平 2
负位居积分榜首位，并在近期取得一
波六连胜且一球未失。主帅孔蒂在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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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还很难说切
尔西是英超最好的球队，一切至少得
等上半赛季结束后再看。
切尔西队本赛季的复苏与多位主
力球员的强势反弹密不可分，本赛季
至今，主力前锋迭戈·科斯塔打进 10
球暂居英超射手榜首位，进攻核心阿
扎尔也有 7 球入账。

本 报 海 口 11 月 21 日 讯 （记 者 王 黎 刚）
2016 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天际杯”海南
业余羽毛球赛昨日在海口开拍。共有 80 支队
伍参赛。获得第一名的代表队将有机会代表海
南参加 12 月 17 日在陵水举行的 2016 年全国
业余俱乐部赛总决赛。
比赛为五场制混合团体赛。11月19日—20
日进行机关组第一、第二阶段的比赛。11 月 26
日—27日进行企业组第一、
第二阶段的比赛。12
月3日-4日进行第三阶段比赛。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
文体厅、海南省体育总会承办。

海南律师羽球赛收拍
本报海口 11 月 21 日讯 （记者林永成）第
十届
“瑞来杯”海南律师羽毛球赛昨天在海南医
学院体育馆羽毛球馆收拍，
坤和、天泽和维特律
所联合代表队夺得团体冠军。
本次比赛有 16 支代表队共 207 名运动员参
赛，比赛设混合团体、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
双打、女子单打 5 个项目。经过 4 天的激烈角
逐，决出了各项目名次。坤和、天泽和维特律所
联合代表队夺得团体冠军，瑞来律所代表队获
亚军，
昌博、
信达和嘉天律所联合代表队获季军；
王建海夺得男单冠军；李全惠夺女单冠军；
男双
冠军为童天行／劳畅；
混双冠军为符宇／张琳。
海南律师羽毛球赛是我省律师行业的一项
传统赛事，由海南省律师协会主办，
各律师事务
所轮流承办，广受全省律师的喜爱。本届比赛
由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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