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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团奥运第三人选有悬念
本报特派记者 刘伟

随着世乒赛接近尾声，女团奥运第三人的竞争也逐渐明朗。随着李晓霞、丁宁位置日益巩固，刘

诗雯基本退出争夺，“二郭”争夺最后一个名额的格局，已成大势。

李晓霞在成熟

本届世乒赛，李晓霞女
团单打第一人选的位置进一
步巩固。小组赛，频频以第一
单打亮相的李晓霞不辱使
命，在淘汰赛尽管遇到了些
许波折，但她临危不乱，成功
完成自我救赎。从一个赛季
的“亚军专业户”，到目前逐
渐学会自我调整，通过心理
素质考验的李晓霞，提前锁

定 奥 运 人 选 几
无悬念。

世乒赛
期间，李晓

霞遇到的最大波

折，是在同中国香港女乒的
半决赛中。这场比赛，李晓霞
先后两次离开过赛场。第一
次是出去换衣服，准备回来
迎战帖亚娜。第二次是被帖
亚娜搏杀，丢掉一局，郁闷地
走出赛场独处。两次离开，李
晓霞的心绪千差万别，但能
在调整之后，迅速在第四局
找到比赛状态，一举为中国
队锁定胜局，已能看得出她
出色的心理调整能力。而这
一点，正是以前的李晓霞最
为欠缺的。

“比赛中最关键是学会
了承受，这在我身上特别特
别难得，我过去不是今天这
种类型，关键时刻特别容易
崩溃，但现在我的责任心更
重了。”在总结自己的表现时，
李晓霞直言。几年的积淀，李
晓霞变得更加稳健、成熟，伦
敦奥运人选，李晓霞占得一
席之地，几乎没有什么问题。

丁宁抢得先机

本届世乒赛上，小将丁
宁用实际表现，“抢”得了进
军伦敦的先机。

目前，丁宁排名位列世
界第一，状态正值最佳。小组
赛中，尽管有过丢局的经历，

但丁宁占据了小组两场最关
键比赛的首发位置，总体表
现非常稳健。从与波兰的淘
汰赛开始，丁宁先后在四分
之一决赛和半决赛先发，教
练组对丁宁的使用频率增
强，正说明对其的重视，毫无
疑问，丁宁在女团的排兵布
阵中，重要性已经不可替代。
从世乒赛的表现来看，相比
首批位列奥运名单的郭焱，
丁宁入选显然更能服众。

同样是小将，刘诗雯的
境遇便不再那么幸运。2010
年，刘诗雯领衔出战的中国
队，在莫斯科丢掉了冠军，让
自己在多特蒙德的境遇急转
直下。多数时间，刘诗雯只能
将板凳坐穿，到目前为止，也
只是在小组赛中美之战，走
了一回过场。惨淡的出场机
会，也提前宣告其伦敦奥运
前景的破灭。

“二郭”之争最惨烈

女乒阵中，奥运第三人
选的悬念，围绕郭焱与郭跃
展开。

郭焱是首批进入奥运
名单的选手，不过在多特蒙
德，教练组对其使用却稍显

“吝啬”。单从小组赛来看，

郭焱几乎面临被边缘化的
危险，小组赛阶段只出场三
次，一时间外界对于郭焱

“出局”、奥运重新洗牌的疑
虑四起，而到了淘汰赛，二
郭的出场机会又开始平分
秋色，让人看不出到底谁优
势更大一些。

女团四分之一决赛，郭跃
出战波兰选手李倩，凶猛的打
法让对手心有余悸。而到了半
决赛，郭焱则得到出场机会，
同样3：0轻取对手，沉稳的心
理素质让人称道。从目前身体
状态看，两人都有伤病，都不
在最佳状态，在同样的出场机
会里，到底谁能在最后脱颖而
出，悬念迭生。

实际上，除了本届世乒
赛上的表现，教练组还要考
虑奥运团体赛配对的实际效
果，也就是说，郭焱或者郭跃
与另外两个单打选手组合在
一起的效果，在这方面，郭跃
优势要大一些。最近一年多，
郭跃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
过去一个赛季尽管单打表现
平平，但在国际赛场上，其双
打则保持不败。

可以预见，女团“二郭”
之争，如何取舍，的确是一件
令人头疼的事情

（多特蒙德4月1日电）

新华社纽约3月31日体
育专电 华裔球员林书豪31

日决定进行左膝半月板修复
手术，基本确定提前告别本
赛季。尼克斯士气没有受此
影响，主场91：75大胜克利夫
兰骑士，避免了连败。

林书豪的左膝手术需要
六周休息康复，除非尼克斯
能够在季后赛进入第二轮甚
至更远，否则林书豪本赛季
没机会上场。

林书豪此前错过三场
比赛，原计划短暂休息后
归队，但最近两日虽然左
膝消肿，但疼痛不减。检查

结果显示左膝半月板轻度
撕裂，需要手术治疗。尼克
斯主帅伍德森承认缺少林
书豪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但没有流露悲观情绪。

林书豪下赛季将成为自
由球员，对于伤病对未来的
影响，林书豪并不担心。“对
于下个赛季的归属，我现在
根本不担心。这并不是威胁
职业生涯的大毛病，也不能
影响我未来的表现。一旦治
好了，就是好了，这是最简单
的手术了，所以我担心的是
球队这个赛季的走势。”林书
豪乐观回应了膝伤影响。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

日体育专电（记者 崔清新
赵叶苹）篮球明星姚明1

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
年会上谈及正在美国篮坛
走红的林书豪时说，在林书
豪身上没有看到自己，但看
到了华人第二代的孩子在
美国融入社会、奋斗的结
果。

在参加博鳌青年领袖
圆桌会议时，姚明被问及是
否在林书豪身上看到自己
的影子时，姚明回答说：“在
林书豪身上没有看到我自
己，但我看到了华人第二代

的孩子在美国融入社会、奋
斗的结果。说实话，我没有
想到他可以打得这么出色。
纯粹从NBA的角度来讲，
他面临几个劣势，身高、身
体条件并不出色，他被两支
球队放弃过。”

姚明补充说，林书豪是
从哈佛来的，体育界里面有
一种偏见，那就是从优等名
校来的学生通常不被认为
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上一
个从哈佛出来的NBA的球
员可以追溯到1953年。“我
从他身上没有看到我，但是
看到一种新的希望。”

本报讯 退出两年后重
返F1，芬兰“冰人”有信心做
到王者归来？F1马来西亚站
落下帷幕，莲花车队车手莱
科宁从第8位发车，经过长达
3个小时的雨中鏖战，最终获
得第5名。接连两站的问题使
得他希望下一站一切正常。
赛后，莱科宁认为，无论是在
上一站的澳大利亚，还是在
这次的马来西亚，他们多多
少少遇到了一些问题，不是
赛车故障就是天气问题。他
十分希望下一次的中国大奖
赛一切正常。

莱科宁不仅是2007年的
F1年度总冠军，也是全世界受
到最多车迷喜爱的赛车手之
一，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媒体和
车迷关注的焦点。21岁成为世
界最顶级汽车赛事F1的赛车

手，28岁获得职业生涯第一个
世界冠军，在30岁不到的年纪
已经是全世界最赚钱的运动
明星之一。在结束2009赛季之
后，莱科宁毅然选择退出让他
功成名就的F1，转而挑战世界
拉力锦标赛。2012赛季，阔别
两年重回F1的莱科宁选择代
表莲花(LOTUS)F1车队出
战。莱科宁表示，自己对于比
赛的进取心从未减退过，这次
重回F1就是要持久挑战，赢到
最后。

虽然离开赛场两年，莱
科 宁 的 影 响 力 丝 毫 不 减 ，
2012年，全球知名的联合利
华专业去屑洗发水品牌清
扬，宣布将无懈可击的精神
注入世界顶级汽车赛事F1，
成为新一季莲花F1车队赞助
商，力挺莱科宁王者归来。莱

科宁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和
清扬的理念一样做到“无屑
可击”。

F1澳大利亚站首秀，尽
管莱科宁在排位赛的表现并
不尽如人意，但他敢于挑战，
一路追赶，在正式比赛中发挥
异常出色，赛场上一次次漂亮
的超车，让他最终在复出的第
一战就拿到了6个积分，不仅
让广大喜欢他的车迷欣喜若
狂，也让莲花车队上下对新赛
季更加充满信心。

2012赛季，F1注定是一
场扑朔迷离、精彩纷呈的混
战。舒马赫、维特尔、阿隆索、
汉密尔顿、巴顿和莱科宁，六
大世界冠军同场竞技，史无
前例。格罗斯让、霍肯伯格、
里卡多和德拉罗萨，无论老
将还是新秀，实力也都不容

小觑。法拉利、迈凯轮、红牛
与梅赛德斯等传统强队仍在
厮杀，莲花、威廉姆斯和红牛
二队等车坛新贵却已酝酿化
身黑马，一鸣惊人。只有最无
懈可击的车手和车队，才能
在竞技速度最快、观众人次
最多、科技含量最高的世界
顶级赛事F1赛场上赢到最
后。

4月12日，作为莲花F1
车队的赞助商，清扬将在上
海滩举办一场莲花F1车队欢
迎会，与车迷一起分享和见
证莲花F1车队的无懈可击风
采，感受清扬男士所带来的

“无屑可击”、赢到最后的精
神。作为重量级嘉宾，“冰人”
莱科宁也将现身欢迎会，并
将与中国车迷现场分享其

“赢到最后”的秘密。 (李霞)

林书豪(资料片) 新华社发

林书豪赛季告吹
姚明：

在林书豪身上
没有看到自己

“冰人”蛰伏两年演绎王者归来
莱科宁期待F1中国站

帅气的莱科宁。

郭跃（左）与郭焱争夺激烈。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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