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在当地时间26日的
美网女单首轮比赛中，饱受伤病困
扰的中国“金花”彭帅以6∶2、7∶6（5）
战胜美国姑娘勒普琴科。赛后彭帅
直言没有想到会获胜，她同时表示
因为热爱网球才会坚持下去，未来
任何结果都会坦然接受。

33岁的彭帅过去一年遭遇很
大困难，除了卷入禁赛风波，她还
再度遭遇伤病和手术，目前世界排
名已跌落至第167位， 本赛季的法
网和温网她都在资格赛折戟。本次
美网彭帅终于从资格赛突围，并且
获得美网首轮的胜利，她感到“既
开心”，又“很感恩”。

彭帅说：“今年特别困难，挑战
非常大， 我的膝盖进行了手术，加
上年龄的关系，手术以后的恢复非
常难，不光是身体，精神上也很崩
溃，因为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次

美网也没有想到可以通过资格赛，
还以为自己又会提前打道回府，更
没有想到可以首轮过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彭帅已经不
再忌讳谈论退役， 不过出于热爱，
她还是希望自己再打一打。

“现在会和身边的人去聊退役
的事情，如果停下来，随时都可以，
但因为喜欢， 所以还是想再打一
打。”她说。

不过彭帅坦言无论未来成绩
如何，自己都会坦然接受。

“没有想过自己非要达到什么
目标，训练方面现在就是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尽力而为。单打的话，放
飞自我去打一打吧； 双打方面，希
望能尽量把排名打上去，争取能参
加明年的东京奥运会。一切尽力而
为，坦然接受结果，情绪也不会有
太大波动。”彭帅说。

26日， 北京市体育局与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签订
体医融合协同创新战略合作协
议， “北京市体医深度融合协同
创新实验室” 和 “北京市健体科
普示范基地” 揭牌， 这也是北京
市第一个 “体医融合” 实验室。
据介绍， 双方此次合作旨在结合
首都城市功能定位 ， 全面提升
“四个服务” 水平。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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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羽毛球世锦赛北京时间
26日落幕， 中国队仅在混双项目
上收获一枚金牌， 五个单项仅有
一对混双组合进入决赛， 半决赛
五场比赛 1胜 4负 ， 创 下 了 自
1983年首次参加世锦赛以来的
最 差 战 绩 。 距 离 东 京 奥 运 会
不 到 一 年 ， 这 对 国 羽 的 备 战
无疑敲醒警钟。

中国羽毛球队此前曾参加过
的22届世锦赛上， 除了1993年和
1995年外， 每届都至少有两枚金
牌入账 ， 即使是只取得一金的
1993年和1995年， 国羽也在两个
项目上跻身决赛。

本届世锦赛国羽男单战绩最
为惨淡。 两名奥运冠军林丹、 谌
龙状态下滑 ， 林丹次轮1 ∶2不敌
相 差 近 十 岁 的 印 度 选 手 普 兰

诺伊， 谌龙则在四分之一决赛上
0∶2脆败丹麦的安东森 ， 小将黄
宇翔和陆光祖则分别在首轮和次
轮出局， 国羽男单时隔24年首次
无缘世锦赛领奖台。

如果说头号主力石宇奇因伤
缺阵是男单成绩惨淡的一大原
因， 国羽女单则再次暴露战斗力
羸弱的顽疾， “一姐” 陈雨菲半
决赛0∶2不敌辛杜 ， 何冰娇在四
分之一决赛上同样以0 ∶2不敌奥
原希望无缘四强。 这已是国羽女
单连续三届世锦赛被挡在决赛门
外， 至此已八年无缘世锦赛女单
冠军。

除了男女单打无缘决赛外 ，
国羽曾经的优势项目男双和女双
也全面失守。 本届世锦赛国羽男
双四对组合虽都晋级16强， 但最

受看好的卫冕冠军李俊慧/刘雨
辰却在半决赛中出现较大波动，
0∶2爆冷不敌日本组合保木卓朗/
小林优吾。

2017年世锦赛女双冠军陈清
晨/贾一凡继去年世锦赛后 ， 再
次在世锦赛上不敌印尼组合波
莉/拉哈尤无缘四强。 另一对女
双小将杜玥 /李茵晖在四 分之
一 决 赛 上 与 日 本 奥 运 冠 军 组
合松原美佐纪 /高桥礼华鏖战
126分钟险胜 ， 半决赛上还 是
实力不济， 0∶2不敌福岛由纪/广
田彩花。

长期占据世界第一的郑思
维/黄雅琼混双成功卫冕，已成为
国羽最稳定的夺金点。不过，遗憾
的是，混双“双保险”的另一对组
合、上届世锦赛亚军王懿律/黄东

萍半决赛状态不佳， 不敌泰国名
将德查波尔/沙西丽，未能与队友
再度会师世锦赛决赛。

当国羽创下最差战绩时， 今
年苏杯被中国队吊打的日本队则
在世锦赛上再创佳绩， 虽然与去
年南京世锦赛同样斩获2枚金牌，
但今年日本队五个项目全部进入
四强， 四个项目晋级决赛， 明年
奥运会主场作战的日本队自然将

是国羽最大的对手。
本届世锦赛五个项目的冠军

分别归属四个国家， 除了日本队
两对组合会师女双决赛外， 其余
四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均来自不同
国家。 这说明， 当前世界羽坛竞
争已然更加激烈。

“从这次比赛可以看出， 各
个国家和地区球员的水平都有了
很大提高， 我们也很努力， 但还
是有问题。” 中国羽毛球协会主
席张军认为， 中国选手还存在战
术缺陷， 场上有时发力过猛， 打
得过于急躁。 “世锦赛打完了成
绩不理想，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
都想尽快缩小与对手的差距， 这
需要回去好好总结， 找出更好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新）

新华社电 国足新一期集训26
日继续在河北香河进行，作为新晋
国脚代表，天津泰达中后卫杨帆表
示，作为职业球员，肯定想在国家
队留到最后，毕竟在国家队时间越
久，对自己提升越大。

由于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要
打亚冠联赛，两队共11名国脚未能
参加香河集训，此次35人集训大名
单招入9名新人， 包括北京中赫国
安门将邹德海、江苏苏宁边后卫阿
不都海米提、 天津天海中场姚均
晟、天津泰达中后卫杨帆、武汉卓
尔中后卫廖均健、大连一方边后卫
李帅、河北华夏幸福中场王秋明和
前锋陶强龙、 河南建业中后卫韩
轩。从位置来看，大多数在后防线，
这也表明里皮考察新人的重点位

置就是后防线。由于国足的后防线
力量亟待加强，而杨帆可以打后防
线多个位置，因此他入选最终世预
赛亚洲区40强赛对阵马尔代夫比
赛名单的可能性较大。

杨帆当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对
于入选国足感到惊喜，“能和这么
多高水平球员和世界级主教练在
一块，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要好
好珍惜，‘撸起袖子加油干。’”他认
为自己的特点是 “防守能力还行，
有回追速度、硬度，作风比较硬朗，
敢打敢拼”。

经历了25日的训练后，杨帆感
觉与俱乐部训练节奏相比，国家队
训练节奏比较快，大家呼应、交流
得也比较多。

谈到主教练里皮，杨帆说：“他
是一位世界级教练，在意大利打出
了很多出色的成绩，（恒大主教练）
卡纳瓦罗也是他教出来的，希望在
这好好学习，能让自己有一个质的
飞跃。”

35人大名单意味着其中的12
人将无缘世预赛名单。 杨帆表示，
作为职业球员，肯定想留到最后，毕竟
在这时间越久，对自己提升越大。

“雅思” 组合
收获国羽本次世锦
赛唯一金牌

世锦赛国羽创最差战绩

新新晋晋国国脚脚杨杨帆帆显显雄雄心心：：
在在国国足足留留到到最最后后

彭帅：因热爱坚持 不求有结果

本市首家
“体医融合”实验室揭牌

国安恢复训练备战联赛

本报讯 经过了8天的休假
之后， 8月26日下午， 北京中
赫国安一线队球员们重新在工
体外场集结， 开始了后续联赛
的备战工作。 球队主帅热内西
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 全队接
下来将加大训练量。

经过了短暂的假期之后 ，
球员们的心情都显得相当不

错。 一个多星期远离足球的生
活， 反而让大家更加想念在球
场上奔跑的感觉 。 本 来 原 定
的训练开始时间是下午 5点
半 ， 但许多球员都在 5点左
右就来到了训练场 ， 看得出
来大家都想尽快找回球场上
的感觉。

除了部分球员参与国字号

的集训之外， 姜涛仍处于
康复期， 其余17名球员全
部参与了训练。 此前受伤
病困扰的侯永永和刘 国
博两位小将已经痊愈归
队 ， 为球队重新增添了
年轻活力。

在训练开始前， 主教
练布鲁诺先给球员们打了
一针预防针， 他说： “很
高兴看到大家都从假期中
归来。 因为这是赛季间歇
期的训练， 未来几天的训
练中我们会不断加大训练

量， 希望大家都能适应并且坚
持下来。 如果能做到， 相信我
们球队的实力能有新的提高。”

当天的训练内容主要以恢
复为主， 教练组通过慢跑和传
接球等训练内容力求帮助球
员们尽快找回比赛状态和球
感 ， 以适应未来几天的大运
动量训练。 （中赫）

备战东京形势严峻

热内西奥：将不断加大训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