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瑞士天王费德勒
当地时间１９日直落两盘 ， 以６∶４
和７∶５战胜同胞瓦林卡 ， 捧得巴
黎银行大师赛男单冠军奖杯， 成
为 这 一 赛 事 迄 今 年 龄 最 大 的
冠军。

“这是又一个梦幻周，” 费德
勒在颁奖仪式说， “我第一次来
这里是１７年前 ， 在这里再次夺
冠， 感觉棒极了！”。 他赛前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目前对自己来讲
健康和享受比赛是最重要的。

在当天比赛中， 世界排名第
１０的瑞士天王在第１０局破掉对手
发球局拿下第一盘， 但在第二盘
第一局便遭遇破发。 随后， ３号
种子瓦林卡乘胜追击拿下自己的
发球局 。 但费德勒随即直落三
局， 并最终拿下比赛。

这是自２００１年阿加西击败桑
普拉斯夺得冠军后， 本赛事又一

次在两名同一国家选手间进行的
男单决赛。

现年３５岁的费德勒第五次夺
得这一赛事的冠军， 也同时超过
这一赛事１９８４年男单冠军、 时年
３１岁的康纳斯， 成为这一赛事年
龄最大的冠军。

费德勒成最年长大师赛冠军

■体育资讯

【体育】13副副刊刊２０17年 3月 ２１日·星期二│本版编辑于彧│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李亚楠│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亚锦赛名单：
张继科丁宁领衔

40支球队展开角逐

本报讯 昨天 ， 第二十三届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参赛名单公
布， 中国队派出16名选手的参赛
阵容， 其中广大球迷最为关心的
张继科出现在参赛名单里。 除了
已经退役的李晓霞之外， 国乒里
约奥运会主力均全部参赛， 另外
还有樊振东、 林高远、 朱雨玲、
陈梦、 武杨、 王曼昱等人。

本次亚锦赛将于4月9日-16
日在无锡进行， 而今年世乒赛将
于5月29日-6月5日在德国杜塞
尔多夫开战。 中国乒乓球队将在
亚锦赛后全面进入备战世乒赛的
封闭集训， 因此这站亚锦赛是不
折不扣的世乒赛前哨战。 张继科
在本月初深圳的国内选拔赛中脚
伤复发， 国乒总教练刘国梁已经
成立了康复小组并亲任小组长，
要 求 必 须 在 亚 锦 赛 前 让 张 继
科康复。

樊振东和林高远已经通过选
拔， 拿到了直通今年世乒赛的门
票。 在已经披露的中国队亚锦赛
男队参赛名单里， 还没有详细标
注哪些球员将参加单打比赛， 但
张继科、 马龙、 许昕、 樊振东四
大主力， 以及黑马林高远参加单
打比赛的可能性比较大。 球迷们
对张继科出现在亚锦赛参赛名单
里， 持不同的态度， 大多数人非
常希望在这次比赛中看到这位偶
像重返赛场， 也有个别球迷认为
不论怎么说张继科应该先彻底养

好伤再说回赛场打球的事。
中国女队方面， 丁宁、 刘诗

雯、 朱雨玲三大主力的入选没有
悬念。 陈梦在最近的国际比赛中
表现不错， 王曼昱、 陈可、 陈幸
同三名小将也获得了参赛资格，
只是现在不清楚她们哪五名球员
可以参加单打比赛。

目前一共有28个亚洲乒协的
协会报名参加本次亚锦赛， 除了
中国队之外， 日本队已经详细公
布了参赛名单， 该队男单五名参
赛球员是 ： 松平健太 、 丹羽孝
希、 吉村真晴、 大岛祐哉、 张本
智和； 女队五名参赛球员是： 伊
藤美诚、 平野美宇、 佐藤瞳、 早
田希娜、 加藤美优。 里约奥运会
男单铜牌得主水谷隼将不参赛，
16岁小将伊藤美诚将参加团体、
女单、 女双以及女双四项。 韩国
男队由郑荣植、 张宇镇领衔， 女
队40岁老削球手金景娥和梁夏银
将出战。

在去年里约奥运会女单铜牌
战中战胜福原爱的朝鲜削球小将
金宋依， 也出现在参赛名单里，
这 也 是 这 位 里 约 奥 运 会 女 单
铜 牌 得主奥运会后首次参加正
式比赛。 中华台北女队由目前单
打世界排名第五的郑怡静领衔，
福原爱的先生江宏杰没有报名。
新加坡队方面， 老将冯天薇、 高
宁都将参赛。

（婕希）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第二
届海淀区中小学冰球联赛3月19
日在五棵松体育馆开幕。 本届联
赛共有60所参赛校 、 40支参赛
队， 520多名小球员将分别参与
小学甲组 （4—6年级）、 小学乙
组 （1—3年级）、 中学组 （7—9
年级） 三个级别的角逐。

当天， 海淀区教委和华熙国
际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
战略合作协议， 华熙LIVE·五棵
松将成为海淀区中小学学生课外
实践基地， 篮球、 冰球设施优先
优惠向区属中小学师生开放， 并
提供相关服务， 还将在教练团队
进校园、 中小学师生观摩职业篮

球和冰球比赛以及协助培训中小
学体育教师等方面展开合作， 实
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共同促
进海淀区中小学篮球冰球运动和
课外体育活动发展。

据悉， 第二届海淀区中小学
冰球联赛历时1个月， 将进行百
余场比赛， 让更多学生喜欢上冰
球运动， 带动更多学校参与冰球
运动， 扩大冰球运动人口； 同时
完善冰球运动课程和竞赛体系，
打造海淀区中小学冰雪运动特色
品牌。 本届赛事还将引入网络视
频直播平台， 球员和家长可通过
手机等移动终端， 随时观看比赛
直播和全场视频回放。

海淀区中小学冰球联赛开赛

本报讯 更好的两支球队从
半决赛突围。 新疆男篮和广东男
篮时隔6年将再次在总决赛会师。

在本溪新疆队客场 111 ∶103
击败残阵出击的辽宁队， 并以总
比分 4 ∶1晋级 。 这是 新 疆 队 自
2014年之后， 近3年首次打进总
决赛， 也是史上第5次， 之前4次
分别是 2009-2011年和 2014年 。
有意思的是， 疆辽都是CBA无冕
之王， 新疆队前4次总决赛之旅
都铩羽而归； 辽宁队6次总决赛
都以失败告终……

在深圳， 广东队没有遇到太
强的挑战， 客场103∶90轻取深圳
队，以总比分4∶1晋级。 这是广东
队自2013年之后，近4年首次打进
总决赛，也是史上第13次，之前12
次广东队8次问鼎CBA总冠军。

无论从常规赛战绩 ， 1/4决
赛和半决赛表现来看， 疆粤会师
总决赛是更好的结局。 新疆队是
常规赛冠军， 广东队则是常规赛
第2， 且是本赛季唯一一支主场

不败的球队。
这是疆粤第4次会师总决赛，

也是时隔6年后的首次 。 2008-
2009赛季， 疆粤首次在总决赛相
遇， 那时华南虎总比分4∶1夺冠。
2010年 ， 广东队又以 4 ∶1卫冕 。
2011年， 疆粤连续第3年会师总
决赛， 新疆队给广东队制造了麻
烦， 可惜最终以总比分2∶4告负。
换言之， 疆粤前3次总决赛， 广
东队都是胜者。

现在的情况和6-8年前完全
不同。 因为那时的广东队正处于
王朝时期， 整体实力冠绝CBA；
而现在， 新疆队的阵容配置更加
豪华； 但广东队有冠军底蕴。

根据赛程安排， 总决赛将于
3月31日开打， 赛制较之半决赛
有所不同， 为2-2-1-1-1， 常规
赛战绩占优的新疆队先打主场。

本赛季最好的两支球队会师
总决赛， 两支豪门球队将在两周
后上演巅峰之战。

（常璠）

疆粤时隔6年再会总决赛
本报讯 中韩之战即将打响，

近日国足队长冯潇霆接受了国际
足联的专访， 在采访中冯潇霆表
达了他对即将到来的大战的看
法， 他表示韩国的实力确实在中
国之上 ，但是他的队伍有信心
震惊到对手。 他还表示这或许是
他生涯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他
会拼尽全力，不让机会轻松溜走。

首先， 冯潇霆谈论了双方在
首回合的较量， 那时中国队客场
2∶3不敌韩国。 谈及那场比赛时，
冯潇霆表示： “我们发挥得其实
并不差， 他们赢得也很惊险。 我
们犯了一些错误也错失了一些机
会， 你不能说他们是靠运气赢下
比赛的， 因为他们的确是亚洲顶
级的队伍。” 随后冯潇霆还补充
说道： “老实讲， 韩国的实力确
实比我们要强， 他们的球员个人
能力都很出众， 并且他们的团队
配合也很棒。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
保持自己的水平并且充满自信的
话， 我相信我们会让对手感到震
惊的。”

冯潇霆早些年曾在韩国效
力 ， 他的自信并不是没有理由
的。 “我对他们的球员以及比赛
风格都十分熟悉， 他们的速度很
快， 攻防转换的节奏也很顺畅，
并且他们很团结。 前一次交手我
们0∶3落后 ， 但是我们追回了两
球甚至还有机会扳平比分， 这次
在我们的主场， 我们的表现会比
之前要好。” 冯潇霆说。

最后， 冯潇霆表达了他对于
本次世界杯预选赛的决心。 “世
预赛与其他比赛完全不同， 它是
全亚洲最重要的比赛， 所以我们
肯定不会放弃。 当然， 我很希望
能参加世界杯， 这次有可能是我
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了 ， 因为
2022年我就37岁了。 虽然现在我
并不年轻， 但是我的状态很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次不会让机
会轻易地溜走”。

此战之前， 中国队仅仅获得
两分， 排名小组垫底， 本场比赛
对 于 中 国 来 说 可 以 看 做 必 须
取胜的比赛。 （罗伊）

FIFA专访冯潇霆：
我们会让对手震惊

本报讯 （记者 于彧 ） 昨天
下午， 在康比特2017年北京世界
女子冰壶锦标赛第四轮的比赛
中 ， 中国队以 7:6战胜韩国队 ，
迎来本届比赛的首场胜利。

中韩大战是本届世锦赛颇具
看点的一场比赛。 就在比赛开始
之前中国队队内上演温情一幕，
原中国冰壶女队队员也是此次赛
事裁判的岳清爽和柳荫， 为每一
位中国队员送上拥抱。 在老队友
的鼓励和支持下， 中国队一鼓作
气， 在与老对手韩国队的比赛中
以7∶6的比分战胜对手 ， 迎来本
届世锦赛的首胜。

虽然是在家门口举行的赛
事， 但开赛的三连败， 让人意识
到中国队与世界一流冰壶球队之
间的差距 。 在分析此前的连败
时， 岳清爽表示， 中国队的前三
个对手实力都十分强劲， 首次作
为东道主出战的中国队前三场表
现还是有些紧张， 前半场进入状
态较慢， 导致后半场局面有些被
动。 不过， 中国队教练及队员均
表示 ， 失利不会打乱队伍的节

奏， 接下来每一局都会专注于比
赛本身 ， 希望在比赛中锻炼队
伍、 积累经验。

今天， 本届世锦赛将展开第
四个比赛日的争夺。 中国队仍然
延续一日双赛的赛程 ， 于今日
14： 00和19:00分别对阵丹麦及
美国两队。

从前几场比赛中可以看出 ，
中国队今天的两个对手的实力
并不算强劲。 在战胜老对手韩国
队后， 对于中国队来说， 士气的
提振毋庸置疑， 希望女队队员放
下成绩， 把此次世锦赛这一难
得的机会当做练兵， 并展示出
自己最好的状态。

冰壶世锦赛中国队迎首胜

中韩大战前中国队队内上演温情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