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琦季前赛首秀受伤

新华社休斯敦10月9日电 中国球员周琦
当地时间9日晚在本赛季NBA季前赛休斯敦
火箭队的最后一次主场比赛中左膝关节扭伤。

当日，周琦在火箭队128∶86战胜上海大
鲨鱼队的比赛中仅出场 3 分 31 秒，贡献 2 个
篮板和1次封盖。他在与上海队外援斯科拉
拼抢篮板过程中倒地，结果因左膝受伤而坐
轮椅离场。初步检查结果显示，周琦是左膝
关节扭伤。

之前，火箭队为迎接季前赛奔赴路易斯
安那州进行集训，当时周琦就以疗伤和恢复
为主，较少参加高强度训练。9日与上海队的
比赛中，周琦首节即获得出场机会。

作为中国男篮的主力球员，周琦在不久
前结束的亚运会上场均得到15.6分、9.8个篮
板，中国队则时隔8年再夺亚运会男篮金牌。

上海队主教练李秋平9日赛前接受新华
社采访时表示，周琦有天赋，还有进步空间，
但要想在NBA站住脚，他还需要提高对抗能
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些，“但是这的确需
要时间”。

周琦在比赛中左膝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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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赛将首次“跑进”共青城
本报讯（记者郁鑫鹏）10月10日记者了

解到，共青城有史以来的第一场大型马拉松
赛事——2018 年共青城马拉松赛将于 11 月
25日8时鸣枪开跑。据悉，预计5000名跑友
参加的本场马拉松比赛，将是共青城建市以
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赛事活动。

10日上午，2018年共青城马拉松赛新闻
发布会在南昌举行。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运
动协会、江西省体育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共
青城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主题为“活力共
青、创业之城”。本次赛事设全程马拉松（名
额2000人）、迷你马拉松（名额3000人）两个
竞赛组别，未设置半程马拉松组别。赛事总
奖金虽超过10万元，但为了鼓励更多大众选
手参赛，主办方扁平化设置奖金，使奖金将覆
盖百余名选手。为鼓励江西本土高手参赛，
共青城马拉松赛专门设置本土籍选手奖。同
时，还邀请马拉松世界冠军孙英杰作为赛事
的形象代言人并于赛事当日参与领跑。

本届赛事的赛道整体起伏爬升少，没有
大的拐弯、折返，将有助于参赛跑友创造个人
最好成绩。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
绪，跑友们可在共青城马拉松官方网站和官
方微信以及现场进行报名。

北控主帅丁伟：新赛季目标季后赛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0 日电 新赛季 CBA

联赛将于 10 月 21 日打响，北京北控队 10 日
在北京农商银行总部召开了2018-2019赛季
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后接受采访时主教练
丁伟表示，本赛季球队的目标是冲进季后赛。

丁伟表示：“目标毫不犹豫是要闯进季后
赛，但是也要头脑冷静。我们队伍处在联赛
的中游水平，在这个赛季肯定会遇到很多很
多困难。我经常跟队员说，我们在征战联赛，
同时也是在克服困难，谁把困难估计足，准备
充分，谁就能最后获得胜利。”

本赛季，北控队在外援方面经历了马布
里退役、阿巴斯离队，球队在保留了内线外援
兰多夫的同时，引进了上赛季效力于以色列
联赛的皮埃尔·杰克逊。内援方面，北控队引
进了江苏队的常亚松和广州队的张帆，同时
王振宇、刘大鹏、孙贺男伤愈归队，也进一步
稳定了球队的战斗力。

李娜领跑国际网球名人堂网络票选
新华社纽约10月9日电 国际网球名人

堂9日消息，2019年该名人堂首次增加的网络
票选结果已出炉，中国两届大满贯女单冠军
得主李娜力压克罗地亚选手伊万尼塞维奇和
法国选手皮尔斯成为“人气王”，这意味着她
距成为网球名人堂中国第一人已近在咫尺。

国际网球名人堂今年首次设立了网络投
票环节，前三名可以分别获得3%、2%和1%的
加分。之后由记者、专家等组成的评审团投
票中，获得超过75%的赞成票再加上网络投
票积分将决定入选名人堂的最终结果，并将
在2019年的澳网上揭晓。

“能够入围国际网球名人堂提名是一种
荣耀，真的非常感激球迷们的一直支持，他们
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非常重要。”李娜说，她
对明年的最终结果非常期待。

自1954年国际网球名人堂成立以来，来
自23个国家和地区的254名选手已入选，此
次李娜将有希望成为进入这一名人堂的第一
位中国选手。

被提名 2019 年国际网球名人堂的八位
候选人还包括：瑞典选手比约克曼、西班牙选
手布鲁格拉、西班牙选手马丁内斯、俄罗斯选
手卡费尔尼科夫、奥地利选手穆斯特。

里皮尴尬备战亚洲杯

里皮突然想回家

一切都不是没有征兆的。在6月份国足热

身赛中还大批招入U23球员的里皮，在9月份

的热身赛中突然将球员再度全部换回老将。

当时，很多人的解读是里皮希望用老将来稳妥

地在亚洲杯上拿到好成绩，从而为自己和中国

足协的续约加上大大的砝码。但如今看来，里

皮恐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得知了国字号球队

将经历大地震的消息了。

接下来的消息在如今看来就更加没有疑

义了。国庆假期、中国足协公布U23新政将调

整的第二天，意大利多家媒体同时发声，称里

皮亲口承认，在带中国队打完明年1月份的亚

洲杯后，他极有可能离开中国，并且结束自己

的执教生涯。

“我想要回家了！目前我和中国足协的合

同到2019年的1月31日，也就是亚洲杯结束的

时候。”里皮说，“至于随后的打算，到时候大家

就能知道，但是我个人觉得执教中国国家队将

是我最后的经历了！我有可能在明年2月离开

中国吗？我觉得是的！”

将离开中国这件事情说得如此明确，对于

里皮来说还是第一次。而显然，里皮已经明白

了自己的处境。果然，在里皮说出想回家后的

第三天，中国足协将中国男足训练营集中训练

80天的通知下发到了各俱乐部。

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皮其实也已经没有太

多的选择，带着老将征战亚洲杯，应该是里皮

在中国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训练时倚门深思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本次国足集训的尴尬

可想而知。一边是在争议声中被广泛关注的

国足训练营，一边是将和印度队以及叙利亚队

打两场热身赛的成年国足，面对这样的分水

岭，里皮在选人初期也只圈定了一名U23球员

何超。后来，国安队的朴成受伤，里皮才又圈

定了另外一名U23球员张修维。

8日报到，国足在当天下午就进行了第一

堂训练课。由于以恢复为主，里皮并没有亲自

带领球员训练。昨天是国足集训的第二天，里

皮依然没有亲自带队，只是给球员们讲解了战

术思想，并特别向金敬道、张修维这样的新国

脚传输了球队的战术打法。训练场上还是由

里皮的助手马达洛尼带领导国脚们训练，里皮

则倚着球门，静静地看着。

里皮到底在想什么，我们当然不得而知。

不过，在距离亚洲杯开赛只剩下不到3个月之

时，里皮显然非常清楚，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

是让自己的球队不受到外界的干扰，全力争取

在亚洲杯上打出好成绩。

“不管外面出现了什么变故，中国队就在这

里，全力以赴备战亚洲杯。”国足的工作人员说。

新人仍值得期待

当大部分的年轻球员都集中到北京，并即
将展开军训和封闭集训的时候，里皮依然为国
足招入了两名新人。他们就是山东鲁能的金敬
道和天津权健的张修维。两名新人，各有特点，

显然，里皮也是希望通过这次集训，
为亚洲杯寻找最后几块拼图。

从因为酒驾被禁赛，到终于
在今年6月正式解禁复出，张修
维非常激动：“能把我补招到国
足，真的非常激动，进国家队
是从我踢球以来最大的动
力。”谈到自己之前曾犯过的
错，张修维直言：“首先我犯
过错误，希望能用球场上
的表现和行动重新证明
自己，我心里特别感激
大 家 再 给 我 一 次 机
会。这次回来，我也比
以前更加珍惜这次机
会。希望以后为国出
战的时间里能把自己
的一切都发挥出来。”作
为国家队新人，张修维表示：

“希望能用自己的一些东西来帮助球队，为球
队作自己的一份贡献。现在就想脚踏实地一
步步往前走，如果还能得到国字号征召的话，
每一分钟都会全力以赴。”

而来自鲁能的金敬道本赛季联赛发挥出
色，入选国足的呼声一直非常高。这次终于入
选，金敬道表示很高兴：“很开心可以为国家队
做点贡献，希望把俱乐部的好表现延续到国家
队，多跑一跑。”

本次集训，国足将于10月13日19时35分
对阵印度队，再于10月16日20时对阵叙利亚
队。 （李 立）

同一天，同一个下午，10月8日，当里皮挂帅的中国男足在苏州奥体中心外场展开新一期集训

的首场训练时，由沈祥福领衔的国家男足集训训练营也在北京体育大学正式开营。23人对55人，

一边是以老将为主，一边是中国足球的新生代，国字号球队建设过程中的变数就这样突然降临。

国足训练营开营同一天 带领国足老将开始集训

英雄城点燃乒超烽火

本报南昌讯 （记者陈璋）10 月 10 日
晚，2018—2019年中国乒乓球超级联赛在
英雄城点燃战火，八一南昌男子乒乓球队
主场迎战来访的江苏中超电缆队。经过
激烈的比拼，最终八一南昌 3∶1 获得主场
首胜！

首场比赛江西小将周恺在家门口作
战，以 3∶0 零封对手。第二场八一南昌队
派出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樊振东来对阵孙
闻，然而由于状态不佳，樊振东始终未能取
得优势，连输三局。在双打比赛中，周恺携

手队友赵钊彦以 2∶0 战胜孙闻和孔令轩，
为八一南昌再度取得领先。

进入关键的第四场，又是樊振东出战，
但他还是先输一局。好在之后找回手感，
连赢三局，帮助八一南昌以 3∶1 战胜江苏
中超电缆。

赛后，八一南昌乒乓球队队长王涛告
诉记者，樊振东在雅加达亚运会夺冠后，
因为伤病一直没有安排比赛，因此在比赛
中他有些不适应。樊振东透露，在前几场
中他感觉自己的球拍有些粘手，因此在第

四场第一局结束后他请求暂停，更换了球
拍。“很感谢队友赢了第三场为我拿到了
上场的机会，第一次在南昌主场作战，开
始打得有点紧，放不开，回去我会好好总
结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9 日，作为 2018-2019
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揭幕战，
八一南昌女子乒乓球队客场对阵齐鲁交通
女子乒乓球队，2∶3不敌对手。

据悉，本赛季乒超将重启“常规赛+总
决赛”的赛制，常规赛阶段男、女各10支队

伍将进行主客场双循环较量，决出常规赛
排名，男、女团体前四名进行赛会制的总决
赛阶段比赛，直到产生最终冠军。本赛季乒
超从10月9日开打，2019年2月19日收官。

记者昨日从南昌市乒乓球协会了解
到，本赛季八一南昌乒乓球队主场共有18
场赛事，为提升赛事水平，八一南昌乒乓球
队俱乐部招募了20名志愿者（男性15名，
女性5名），在现场提供秩序维护、检票、媒
体协助、场地维护
等志愿服务。

八一南昌首战告捷

提前锁定世锦赛
新华社大阪10月10日电 3∶0！中

国女排 10 日在大阪市中央体育馆打出
了世锦赛开赛以来最振奋人心的一场
胜利。面对卫冕冠军美国队，中国队在
全场球迷高分贝的助威声中直落三局
击败对手，在送给对方首败的同时，也
提前一轮晋级六强赛。

之前美国队七战全胜气势正盛，而
中国队则六胜一负位居 F 组第三，出线
形势并不明朗。然而赛前并不被看好
的中国女排仅耗时 1 小时 23 分钟便零
封夺冠大热门，整场比赛美国队领先次
数更是寥寥可数。中国队共有3名球员
得分超过两位数，其中朱婷得到全场最
高的19分。凭借这场胜利，中国队排名
升至本组第二，提前出线。

美国队可谓中国女排最熟悉的对
手之一，在国际大赛中面对美国，中国
队以 37 胜 31 负占据优势。可在近年
来，中国队在与美国队的交手中处于下
风。2015年世界杯和2016里约奥运会，
中国虽然接连夺冠，但在夺冠之路中都
曾负于美国队。在世锦赛的舞台，两队
此前共交手 7次，中国队输了其中 4场，
包括2014年决赛1∶3不敌对手。

此役中国队依旧祭出了最强首发
阵容：主攻朱婷、张常宁，副攻袁心玥、
颜妮、接应龚翔宇、二传丁霞和自由人
王梦洁。

第一局比赛，中国队打出了 3∶0 的
强势开局并带着8∶4的比分进入第一次
技术暂停。虽然此后的比赛，美国队将
分差追至15∶17，但在丁霞的发球轮，美
国队出现卡轮，中国队连续得分，随着
朱婷在局点扣球得手，中国队 25∶17 先
下一城。

随后一局，中国队在绝大部分时间

里仍保持着优势，但在20∶17时，美国队
利用发球接连得分，双方战成21平。在
24 平时，中国队先由颜妮快攻得手，随
后对方球员拉尔森扣球出界后挑战失
败，中国队26∶24惊险地再拿一局。

打出气势的中国队在第三局一上
来便取得5∶1的领先，此后朱婷、颜妮扣
球相继得手，中国队带着 16∶11 的比分
进入第二次技术暂停。暂停归来后，中
国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龚翔宇扣球命
中帮助球队 24∶18 赢得赛点，最后一球
张常宁一锤定音，25∶18，中国队赢下第
三局。

中国队将在 11 日迎战第二阶段的
最后一个对手俄罗斯，后者在当天比赛

中1∶3负于意大利。

龚翔宇展全面接应价值

中国女排以 3∶0 横扫美国队，提前
晋级六强。本场比赛中国队的接应龚
翔宇发挥出色，进攻打出了高水平，拦
网给力，拿到了全队第二高的14分。此
外在一传、发球等环节也均有贡献，展
现了一名全面型接应的价值。

中国队打美国队这样的对手，只靠
朱婷一个人在进攻端打出来是远远不
够的。上个奥运周期中国女排在世界

三大赛都输给美国队，除了 2014 年世
锦赛曾春蕾在接应的位置上表现出
色，中国队只有朱婷一个点进攻比较
好，其他的点都没有打开。

整场比赛龚翔宇进攻 23 次得到 11
分，进攻成功率达到 47.83%。拦网一直
都是她的优势，得到 3 分。多次拦住或
是撑起对方主攻手的进攻，抑制了对手
的进攻。此外她还接了 7 个一传，总体
接得比较稳定。

本场比赛龚翔宇撑起了中国队右
翼的进攻，在拦网、发球和一传等环节
也都表现得相当不错，为中国队取胜立
下了汗马功劳。

（本报综合）

中国女排3∶0破美国不败金身

强

中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中国队球员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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