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排回国马上就打世锦赛预选赛，郎平挺无奈

人人就就这这么么多多 还还能能咋咋调调整整

本报讯 9月21日晚，2013世界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场半决赛在
丁俊晖和霍金斯之间上演。丁俊晖
稳扎稳打6：2获胜，晋级决赛，将与
肖国栋迎来历史性的德比战。这将
是职业斯诺克历史上，大型排名赛
决赛首次在两位中国选手之间上
演。本届比赛的冠军奖杯因此提前
被中国队员揽入囊中。

本周，丁俊晖一改以前在上海
赛战况不佳的历史，以强劲的势头
高歌猛进。首轮他两杆破百5：2大胜
吉尔伯特，接下来大发神威，5：4绝
杀世界第4墨菲，并再接再厉5：2力
擒世界第1罗伯逊，首次打进上海赛
4强。

半决赛中丁俊晖的对手是今年
世锦赛亚军霍金斯，后者5：0横扫格
雷茨，5：2力克瑞恩·戴，5：4逆转世
界第2塞尔比，其间轰出单杆140分，
刷新单杆最高榜，势头同样不可小
视。职业生涯中霍金斯扮演了丁俊
晖克星的角色，2007年和2013年中
国赛上，霍金斯两次首轮淘汰丁俊
晖。而今年世锦赛1/4决赛，霍金斯
13：7阻挡丁俊晖，第2次打入世锦赛
4强。 (格子)

新华社广州9月21日体育专电
(记者 王浩明 ) 在21日进行的
WTA广州国际网球公开赛上，持外
卡参赛的中国选手张帅直落两盘击
败美国的金久慈，夺得个人职业生
涯首个职业巡回赛冠军。

WTA排名第112位的张帅持外
卡参赛，一路打进决赛，已然创造了
历史。而21日广州的骄阳下见证了
这位24岁天津姑娘的“超新星爆
发”。

夺冠后，张帅获得的280个积分
将使她即时WTA排名飙升到第74
位，她将获得赛事冠军112080美元
的奖金。

新华社墨西哥城9月20日体育
专电 位于中美洲的萨尔瓦多足协
20日宣布，由于众多国脚参与打假
球，该国14名国脚被终身禁赛。

涉及到假球调查的4场国际比
赛分别是：2010年2月24日同美国队
的友谊赛，萨尔瓦多1：2告负；2010
年6月19日同美国大联盟DC联合队
的友谊赛，萨尔瓦多1：0取胜；2011
年6月5日同墨西哥进行的金杯赛，
萨尔瓦多0：5惨败；今年2月6日同巴
拉圭的友谊赛，萨尔瓦多1：4败北。

本报特派记者 叶嘉利
9月21日发自泰国呵叻

与韩国队比赛结束后，中
国女排队员们闷声不吭，径直
奔向更衣室，紧关大门。输球之
后，女排队员们谁都不想说什
么，记者在门外等了十多分钟，
郎平才走出来接受了采访。

对于本场比赛的失利，郎平

认为主要是在防守和体能上。她
说：“朱婷第二局腿很重，感觉自
己的体能不行，脸色都青了，所
以才用大梅把她换下来。另外，
我们自己的失误偏多，被拦防很
多，都被韩国队踩上点了。”

郎平还透露，在输给泰国
队之后，女排队员心态和精力
都受到影响，“在场上我们的心
不太稳定，与泰国打得比较拼

命，队员晚上没怎么睡好。大家
今天也想拼，但是对方发球比较
好，我们光靠强攻还是吃力。”

回国之后，中国女排将参
加9月底的世锦赛预选赛，对
于是否会有阵容变化，郎平
说：“回国之后只有两天时间，
就马上要打比赛，还能怎么调
整？现在手上的人只有这么
多，我也组不成几套阵容。”

另外，对于控制球和技术
层面的问题，郎平认为中国女
排队员基础不牢，而且基本很
少有时间进行系统训练。她说：

“比赛一直没有断过，我们也只
能以赛代练。训练时间少，我们
很难练出自己的东西。国家队
比赛结束后，马上又是全国联
赛。今后也会商量国家队的训
练时间问题。”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到底发生了什么？”9月
21日中午，鲁能主帅安蒂奇的
一位亲密友人，从正在度假的
所在地致电本报记者，“鲁能
不是赢球了吗？怎么我从网络
上看到不少负面的消息？到底
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倒‘安’风暴即将到来”、
“除了赢球，踢得一坨屎”、“安
蒂奇自废最强杀招”、“安蒂奇
用人固执遭质疑”、“王永珀被

骂球霸”……这些标题给人的
直观印象，是鲁能泰山正在面
临严峻的降级威胁。但事实
上，如今的鲁能刚刚在联赛中
取得两连胜，而且均是客场，
在积分榜上，鲁能稳居第二
名 ，获 得 一 个 下 赛 季 亚 冠

“正赛门票”已经只是时间
问题。媒体、球迷应该为本
赛季取得的成功反弹高兴
才 对 — —— 鲁 能 为 何 总 被

“黑”？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
思、很有内涵的话题。

今年，中国“三大球”(男足、男篮、女排)在国际比
赛中连续受挫，遭遇惨败。2013年，或许注定成为中
国“三大球”的低谷之年。

2013年6月15日，中国男足在与泰国队的一场热身
赛中以1：5惨败，中国队输球又输精神震惊了足球界，引
起了社会的极大反响。

2013年8月9日，中国男篮无缘亚锦赛半决赛，19

次参加亚锦赛15次夺冠的中国队近年来在诸多原因
的合力下，终现“崩盘”态势。

2013年9月21日，中国女排创造了38年亚锦赛历史最
差纪录。

回顾惨痛的失败，是为了获取成功的经验。三大球
的失利，可能各有各的原因。我们期望着中国“三大球”
在经历过失败的“风雨”后，经过努力，总结教训，能够走
出低谷，早日迎来绚烂的“彩虹”。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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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不赖

鲁能为何还被“黑”

广州恒大本赛季强势杀
入亚冠四强，而且还有可能取
得更好的成绩，很多人会想

“明年到了亚冠，鲁能会怎么
样”。

“望加锡”、“吉达”、“巨
港”……对于鲁能球迷来说，
想要忘却，却总被提起，这可
能就是宿命吧！正因为经历了

过多的“惨案”，鲁能球迷才不
想又一次深深受伤，他们开始
试图将眼前的这支鲁能泰山

“投放”到亚冠赛场，得出的结
论是相当悲观的。正是有了这
样一个思想基础，部分媒体、
球迷总认为鲁能表现得不够
好，鲁能即便赢球，也还是无
法满足大家的胃口。

吕征、金敬道两人是否应
该得到重用，以及如何使用勒
夫，这是部分媒体、球迷在战
术层面上“叫板”安蒂奇的核
心问题。此前安蒂奇已经数次
为吕征“抱不平”，在他看来，
鲁能本赛季的成绩较此前
两个赛季，已经有了质的提
高，在此过程中一直担当主
力 的 吕 征 ，不 应 该 受 到 质
疑；同样，安蒂奇坚持认为
金敬道在提高鲁能中场防
守 韧 性 、延 缓 对 手 进 攻 时
间 、打 乱 对 手 攻 击 部 署 方
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至于勒夫，个别人揣测安蒂
奇现在想“废”勒夫，未免是以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勒夫的

主要问题在于最初两场比赛
表现太好，这名球员只是在

“补上”自己的磨合期而已。
凡此种种，媒体和球迷认

为自己是“好心帮忙”，却没有
得到安蒂奇的“正面回应”；安
蒂奇则觉得自己能够敷衍几
句已经相当委屈，“成功者本
来就不该受指责”；至于明年
的亚冠联赛怎么打，事实上几
乎所有的外国教练都会说“最
重要的是下一场比赛，而不是
明年的比赛”，这样的回答却
反过来伤害了“发问者”———
种种“纠结”的背后，是巨大的
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视角”不
同，一味回避显然不利于问题
的解决。

鲁能赢下上海东亚之后，
王永珀发布一条微博，称“艰
苦的比赛兄弟们不容易！赢了
就好”。这本是一条弘扬“正能
量”的信息，但蒿俊闵半是自
嘲半是调侃地回复了一句“除
了赢球，踢得一坨屎”却让话
题一下子“跑偏”——— 蒿俊闵
的这句话，先在网上，继而在
纸媒，被反复渲染无限放大，
结果自然就被不同的人解读
出不同的意思。21日凌晨，无
论是生活中还是网络上，都受
不了委屈、自己感觉无端被人
误解的王永珀，更新了自己的
微博，“赢球骂！输球也骂！踢
也骂！不踢也骂！去年骂今年
也骂！确实牛逼！一年一个球
霸！轮着来！下年会是谁呢@

蒿俊闵”。客观地讲，如果没有
蒿俊闵那句“神回复”，事情可
能走不到如今的地步，作为一
名职业球员，他应该知道自己
要维护集体的利益。

鲁能泰山几乎所有有点
名气的球员，都开通了微博、
微信。从球员在“新媒体”上与
球迷、粉丝的“对抗”，到新闻
发言人在关键时刻比如引援问
题上表态的前后矛盾，再到主
帅翻译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记
者发问……这个崭新的“自媒
体”时代，对每一个人，尤其是
公众群体和人物，都提出了新
的要求，作出了新的规范，但鲁
能泰山对此似乎仍没有给予足
够的重视，被“黑”或者自己

“黑”自己，当然也就不奇怪了。

恒大的成功刺激球迷

担心亚冠再出“惨案”

中西文化造成不同视角

安蒂奇固执还是坚守

“一坨屎”岂能随便用

自媒体时代的新要求

萨尔瓦多14名

国脚打假球被禁赛

张帅创外卡奇迹

首夺巡回赛冠军

“三大球”同进低谷

丁俊晖击败霍金斯

将与肖国栋争冠

中国女排仅获亚锦赛第四。

中国男篮在亚锦赛溃败。

中国男足惨败给泰国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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