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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抑后扬

纳达尔时隔12年夺冠

尽管中网的女单赛事级别高于男
单，但用男单决赛压轴早已成为中网的
惯例，今年依然如此。在加西亚以6∶4、
7∶6战胜哈勒普夺得女单冠军后，纳达
尔与克耶高斯的比赛自然是万众瞩目。

8日晚 7点半，比赛正式开场时，钻
石球场的贵宾包厢、空中包厢座无虚
席，看台也有超过9成的上座率。显然，
在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有更多的球迷走
进国家网球中心，期待见证这场精彩的
比赛。

比赛前两局，两人在各自发球局将
自己的打法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
是克耶高斯，势大力沉的发球使他在发
球局占据绝对优势，即便是面对实力占
优的纳达尔，他总能利用时速超过 200
公里的发球强势得分。前两局比赛，两
人就缠斗了18分钟，以各自保发告终。

在随后的较量中，稳健的纳达尔逐
渐掌握场上主动，并在第6局实现破发，
以 4∶2领先。此时，克耶高斯的情绪受
到影响，不仅多次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
失误，还在裁判判罚上抱怨不断，最终
纳达尔以6∶2拿下首盘。

第二盘比赛，纳达尔延续势不可挡
的表现，反观克耶高斯，不仅在自己的
得分利器发球方面屡屡出现双误，多拍
回合争夺中也不够稳定，纳达尔一度连
赢 9 局，并在第二盘打到 5∶0 领先。最
终，克耶高斯终盘前拿下一局，纳达尔
以6∶1再下一城锁定胜利。

难掩激动

天王希望明年成功卫冕

当裁判宣布冠军获得者为纳达尔
后，西班牙天王难掩激动，他跳跃着向
主看台不断挥动右臂。在颁奖仪式上，
纳达尔对奖杯爱不释手，同时表示，希
望明年能够回到北京卫冕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纳达尔曾于2008年
在北京获得男单金牌，也曾在2016年获
得中网男双冠军，但是夺得中网男单冠
军，这只是纳达尔的第2次。

谈到自己今年在中网的表现，纳达
尔表示，“我很幸运地在第一天救回了
两个赛点。那之后，我认为自己打了今
年最棒的赛事之一，整个赛事都打得非
常坚实，也都是和非常难缠的对手交
锋。”

“对我来说这是个重要的冠军，上
次夺冠已经是2005年的事了。那时，我
绝不会相信自己会继续打球，并在2017
年拿到另一个冠军。”谈到自己时隔 12
年再次夺冠，纳达尔也是感慨颇多，“首
先，这项赛事比2005年时更重要，其次，
在你职业生涯中越晚得到的冠军就越
特殊，不是吗？”

相约明年

志愿者球童赛后狂欢

几乎每年中网男单决赛结束后，
无论时间早晚，组委会总会给赛事的
参与者们一个小时的狂欢时间，以
感谢他们在整个赛事期间的奉献
和努力。

男单颁奖仪式后，面向所有
中网工作人员的表彰仪式在钻
石球场场地内正式开始，包括北
京市体育局副局长陈杰、中网赛
事总监张军慧在内，他们先后为
优秀志愿者、优秀球童、优秀裁
判、优秀安保人员等送上纪念证
书，随后所有人进行了大合影。

表彰仪式结束后，现场彻底陷
入狂欢，身着天蓝色、深蓝色、红色
制服的工作人员享受着这难得的时
刻。各个院校的志愿者分别聚集在一
起，将学校的旗帜放在最前面，比着各
式各样的庆祝手势，为这次特殊的志愿
经历留下纪念。据了解，此次中网期
间，共有 50 余所院校的 1000 余名志愿

者参与其中，在球场内外

各个岗位默默付出。

此外，中网球网、裁

判席、球员座椅、司线席

均成为志愿者、球童们

合影的最佳地点，他们

将胸前的证件高高举起，

他们相互拥抱、高声歌唱，

共同相约2018年再见。

（徐邦印）

夺生涯第75个锦标 时隔12年再称王

NBA季前赛：奇才胜骑士

10月8日，在2017-2018赛季NBA季前赛
中，华盛顿奇才队主场以102∶94战胜克利夫兰
骑士队。 （据新华社）

骑士队球员费尔德骑士队球员费尔德（（右右））防守奇才队球防守奇才队球
员斯隆的进攻员斯隆的进攻。。

中国短道速滑拿下赛季首金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正在征战世界杯

暨奥运资格赛的中国短道速滑队当地时间8日
在荷兰多德雷赫特拿下本赛季首金。凭借范可
新最后一棒的完美超越，中国队将女子3000米
接力金牌揽入怀中，一扫首站比赛因犯规抱憾
而归的阴影。

此外，中国队还在男子5000米接力中收获
铜牌。接力项目战果喜人，但中国队在个人项
目比赛中颗粒无收：无人进入男女 1000米、男
女 1500米和男子 500米决赛，范可新仅进入无
关奖牌的女子500米B组决赛。

荷兰站比赛是本赛季世界杯第二站比赛，
由于在布达佩斯站比赛中女队接力犯规没有积
分，此番转战女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队伍以
老将为主，范可新、周洋、韩雨桐和臧一泽出
战。在预赛和半决赛中均以头名晋级后，中国
队在决赛中的开局不是很理想，落后于加拿大、
韩国和荷兰队。

比赛还剩11圈时，伺机已久的中国队超越
东道主升至第三位。最后一棒时，韩国队名将
崔敏静试图外道超越加拿大选手，范可新趁机
内道直接超越两人，以 4分 09秒 491的成绩率
先冲线。韩国队和加拿大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在男子接力中，韩国队因半决赛失误缺席
决赛，中国队与加拿大、荷兰、日本和俄罗斯队
一同进入决赛。由武大靖、韩天宇、许宏志和任
子威组成的中国男队最终以6分42秒746收获
铜牌，加拿大队以6分42秒478称雄，荷兰队拿
下银牌。

结束荷兰站比赛后，中国队将回国备战下
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三站奥运资格赛以及 11月
中旬的韩国首尔站比赛。

六省（区）青年舞蹈展演江西获2金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10月9日，记者从省

舞蹈家协会获悉，“喜迎十九大 舞动中国梦”
2017 六省（区）青年精英舞蹈展演近日在南昌
举行，江西参赛节目获得 2 金 1 银 1 铜的好成
绩，《忆·傩》《莲年有鱼》分别获得金奖，《点绛
唇》获得银奖，《赞哈》获得铜奖。

六省（区）的 18个节目 22名优秀舞蹈演员
参加此次展演，江西有4个节目参赛，分别是江
西艺术职业学院的《点绛唇》《忆·傩》，江西科技
学院音乐舞蹈学院的《莲年有鱼》，江西中山舞
蹈学校的《赞哈》。

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江西选手获2金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 通讯员吕海）10月9

日记者获悉，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中国登山协会、河北省体育局主办的第十届
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近日在河北省高碑店市结
束，江西选手获2金2银3铜的好成绩。

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方志胜、马福
平、段煜荣分别获得男子青年组速度赛冠亚季
军；谢贵珍、肖健、邱海梅分别获得女子青年组
速度赛冠亚季军；谢雨芳获得女子少年B组攀
石赛季军。本次比赛设青年组、少年A组、少年
B组三个组别男女难度赛、速度赛、攀石赛共18
个小项。

10月8日晚，2017年中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大幕，在最终的男单决赛中，现任世界第一、西班牙天王纳

达尔以6∶2、6∶1直落两盘战胜澳大利亚选手克耶高斯，时隔12年重夺中网男单冠军。这也是他职业生

涯的第75个冠军，进一步巩固了他世界第一的位置。

纳达尔的完美夺冠，莎拉波娃回归后的超高人气，加西亚实现武网中网连庄，哈勒普在中网登顶

世界第一——单纯在竞技比赛层面，2017中网可以说看点十足。

北京是纳达尔的福地

纳达尔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中日韩围棋大师赛角逐樟树

徐奉洙险胜马晓春夺冠

10月 9日，为期两天的 2017“樟树·
中国药都杯”中日韩围棋大师赛暨中国
围棋甲级联赛樟树专场在樟树市落下帷
幕。经过数轮鏖战，韩国棋手徐奉洙以
1/4子微弱的优势险胜中国棋手马晓春，
夺得此次大师赛冠军。

据悉，此次大赛是樟树第 48届全国
药材药品交易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参加
比赛的选手包括中日韩三国世界冠军级
棋手。在 10月 8日展开的比赛中，徐奉
洙执黑以 3又 3/4子的较大优势战胜日

本的一代霸主小林光一。
此外，在同时展开的中国围甲联赛

第 19轮江西主场对阵河南的比赛中，江
西队主场2∶2主将胜河南队。

（通讯员向 斌、杜 群摄影报道）

徐奉洙与马晓春正在比赛中徐奉洙与马晓春正在比赛中。。

参赛选手为小棋迷签名。

比赛最后一分钟，埃及队“队魂”萨
拉赫将足球摆上12码罚球点，主教练埃
克托·库珀、所有队员、亚历山大阿拉伯
堡体育场的8万名观众和全埃及电视机
前的球迷们一起屏住了呼吸。

只要这球打进，埃及队将以 2∶1击
败刚果队，提前一轮以小组第一的身份
进军俄罗斯，结束埃及对世界杯足球赛
决赛圈28年的等待。埃及上次进入世界
杯决赛阶段还是在1990年，现在队中的
大多数球员，包括在此时承担起主罚点
球重任的萨拉赫，在那时还没有出生。

贵为夺得非洲杯冠军最多的球队，
埃及队在世界杯历届比赛中表现一直
乏善可陈：在“上古”的1934年首次参加
意大利世界杯后，“法老”的第二次世界
杯决赛圈亮相一直等到1990年，却以两
平一负小组垫底的成绩打道回府。

实际上，埃及队本场比赛并未发挥
出最佳水平，主场之利和获胜便可出线
的形势令球员在上半场踢得略显急躁，
没有创造出太好机会。进入下半场，萨
拉赫在第 63分钟的进球令埃及球员紧
绷的神经放松了下来，却也同时放松了
防守专注度。第87分钟，刚果队球员阿
诺德接队员长传，在小禁区附近一脚劲
射破网，几乎断送了埃及队提前一轮出
线的如意算盘。

此时此刻，库珀的眼光紧紧盯在萨
拉赫身上，这名以“亚军王”称号闻名的
阿根廷教练，急需在远离欧洲主流足坛

10 年之久后再度证明自己。否则人们
对他作为埃及队主教练的记忆，将停留
在今年2月的非洲杯决赛上——埃及在
先入一球的局面下，被喀麦隆2∶1逆转。

44 岁的队长、球队门将埃萨姆·哈
达里也在注视着萨拉赫。这名代表埃
及出场过 155场比赛的老将、现役男子
职业球员中代表国家队出场数仅次于
意大利门神布冯的传奇，不想失去在生
涯末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希望。

裁判一声哨响，萨拉赫开始助跑，
刚果守门员穆科身体提前向右倾斜，萨
拉赫冷静将球推往反方向死角。2∶1，埃
及出线了！

阿拉伯堡体育场爆发出惊天的呼
喊，球员和球迷开始疯狂庆祝。首都开
罗、地中海滨城市亚历山大、上埃及古
城卢克索乃至整个埃及都沸腾了，年轻
人跳上咖啡馆的桌子忘情舞蹈，马路上
的汽车一齐按响喇叭，不断有人群从酒
吧、餐厅或是家中走上街头，挥舞着埃
及国旗加入庆祝大军。

30 岁的埃及工程师阿卜杜勒在阿
拉伯堡体育场接受采访时说：“我今天非
常高兴，上回埃及队参加世界杯时我才
几岁，对今天的胜利我期待已久，终于可
以再次见到国家队入围世界杯赛。”

无论如何，埃及队配得上胜利者的
荣耀，埃及人民也应当释放心情，来一
场期盼已久的狂欢。

（新华社记者郑思远 郑凯伦）

2017世俱杯抽签结果出炉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2017世俱杯抽签

仪式 9日在主办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进行，根
据抽签结果，亚冠联赛冠军有望在半决赛中对
阵卫冕冠军皇家马德里。

在揭幕战中，东道主球队阿布扎比半岛将
迎战大洋洲冠军联赛冠军奥克兰城，晋级球队
将在之后的比赛中面对亚冠冠军，而本场比赛
的胜者将在半决赛中挑战皇家马德里。在另一
半区，北中美及加勒比冠军联赛冠军帕丘卡与
非洲冠军联赛冠军争夺一张半决赛门票，胜者
将挑战南美解放者杯冠军。目前亚冠、非洲冠
军联赛及南美解放者杯冠军尚未产生。

在亚冠联赛中，中超球队上海上港队已闯
入半决赛，在与浦和红钻的首回合较量中，上港
与对手 1∶1战平，次回合比赛将于 18日移师日
本进行。

本届世俱杯将于当地时间 12月 6日打响，
决赛将在16日举行。

埃及时隔28年再圆梦

最后一分钟“罚”进世界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