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ATP年终总决赛
单打抽签结果5日出炉， 费德勒
和焦科维奇进入同一小组， 将在
10日于伦敦揭幕的这一男子职业
网坛年度收官战中迎来双方的第
49次较量。

世界排名前八的高手们被分
入两个小组， 其中世界第一纳达
尔领衔俄罗斯人梅德韦杰夫、 希
腊新星西西帕斯， 以及德国选手
兹维列夫， 进入阿加西组。 费德
勒和焦科维奇则要同奥地利名将
蒂姆， 以及意大利球员贝雷蒂尼
在比约·博格组展开比拼。 选手
们先在小组内进行单循环赛， 各
组前两名进入半决赛。

费德勒和焦科维奇的小组赛
将是两人之间的第49次对决， 目
前塞尔维亚人以26胜22负的交手
记录占优。 焦科维奇10日将率先
对阵贝雷蒂尼， 当晚出场的费德
勒迎战蒂姆。

纳达尔上周因伤退出了巴黎
大师赛。 西班牙人通过社交媒体
确 认 自 己 将 前 往 伦 敦 ， 并 表
示 自 己到了之后将练练发球 ，
找找感觉， 希望能如愿参加年终
总决赛。

排名榜上， 纳达尔目前只领
先第二名焦科维奇600多分， 因
此究竟谁是年终第一， 还要经过
总决赛见分晓。

新华社电 继上轮联赛输球
后， 巴塞罗那又在5日的欧冠小
组赛第4轮中主场0∶0战平小组垫
底的捷克球队布拉格斯拉维亚，
并遭到诺坎普球迷狂嘘。 巴萨主
帅巴尔贝尔德在赛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承认， 球队过去两场的表现
确实不尽如人意。

巴萨几天前刚刚在西甲客场
1∶3不敌莱万特 ， 本场他们又在
欧冠中主场闷平弱旅， 巴尔贝尔
德承认自己对球队近期的状况
“有一点担心”。 他说： “这场比
赛当然不是我们最好的比赛之
一 。 对手给我们制造了不少困
难， 而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握住一
些明显的机会。 几天前的那场失
利显然让我们有些失衡。 我们知
道球队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必
须尽快做出反应。” 而对于主场
被嘘一事 ， 他说 ： “人们要求
高， 这是好事。”

巴萨大将皮克则辩解说 ：
“我们没有踢出我们所希望的水
平， 但不管在联赛还是欧冠中，
我们在积分榜上的位置都是不错
的。 球队的成绩并不差， 只是还
可以更好一些。” 在他看来， 球
队遭遇嘘声并不奇怪： “因为在
这里人们有最高的要求， 当巴萨
这样的球队连续两场不胜时， 观
众自然希望看到更多的东西。”

皮克还承认： “以现在这个
表现， 很难让人认为我们能够赢
得欧冠。”不过他也提醒人们：“过
去在恩里克的时代， 我们也曾经
历过状况不佳的一段时期， 但最
后球队却拿下了 ‘三冠王’。”

新华社电 时隔三个赛季重
返国内女排联赛的朱婷， 5日携
天津渤海银行女排直落三局， 轻
松战胜家乡球队河南女排。

由于朱婷的加盟， 原本拥有
姚迪、 李盈莹、 王媛媛三名国手
的天津女排实力大增， 被认为是
本赛季女排超级联赛冠军的最有
力争夺者。

新赛季首战面对实力较弱的
河南女排， “11冠王” 天津女排
赢得毫无悬念。 朱婷和李盈莹担
纲的主攻线威力十足， 新赛季加
盟的美国女排前主力接应胡克尔

也具备一定的火力， 天津女排顺
利地以25∶17拿下首局。

第二局， 天津女排继续控制
局面 ， 在取得7∶4开局后 ， 一路
领先以25∶18再下一城。

在第二局末段被换下场的朱
婷在第三局没有再上场， 河南队
趁机展开反扑， 双方一度战成8
平和11平。 但此后天津女排连续
得分拉开分差 ， 最终以25 ∶19赢
得胜利。

打了不到两局的朱婷全场虽
然只得到5分， 但她在一传和防
守环节给了球队很大支持。

■2022相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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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日晚， CBA联赛第
二轮全面开战， 多位球星在比赛
中交出亮眼表现。 广东主场战胜
四川， 易建联职业生涯总得分突
破11000分 ， 距CBA历史得分王
仅一步之遥。 新疆双加时险胜浙
江， 周琦砍下 “双20”。

第二轮的比赛中， 卫冕冠军
广东主场118 ∶115战胜四川 ， 迎
来两连胜。 本场比赛中， 易建联
拿到33分， 其职业生涯总得分突
破了11000大关 ， 来到11031分 ，
距离CBA历史得分王朱芳雨的
11165分还差134分。

新疆队主场迎战浙江队的比
赛中， 两队战至双加时才决出胜
负 ， 最终新疆146 ∶138战胜对手

取得两连胜。 新疆外援斯托克斯
砍下40分16篮板， 周琦24分20篮
板4盖帽， 这也是周琦首次拿下
“双20” 的数据。 浙江外援邓蒙
拿下50分， 吴前命中5记三分砍
下28分。

此外， 北控男篮客场98∶102
负于上海男篮， 这也是北控主教
练马布里执教生涯中 ， 首次在

CBA常规赛中失利 。 本场比赛
中， 上海队球员李根得到22分，
董瀚麟得到21分16个篮板的大号
两双 。 北控队老将孙悦表现出
色， 得到14分10助攻。

其他比赛中 ，同曦 88 ∶90江
苏，山西115∶107福建，青岛113∶83
八一。

（中新）

“我只是一个场地工人。”
如今在冬奥组委工作的杨占武
这么看自己。

“场地工人” 其实是 “冬
奥老兵”。 杨扬在盐湖城的眼泪
和欢呼， 温哥华那个美妙冬天
里的四枚金牌， 还有国际奥委
会 主 席 巴 赫 手 中 那 块 写 着
“BEIJING 2022” 的牌子……三
届冬奥会， 近30年的体育领域
工作经历， 中国短道速滑队前
领队杨占武经历了很多中国冬
季运动的荣耀时刻 。 “场地
工人” 尤其对短道速滑充满感
情： “永远是重头戏， 永远保
驾护航。”

盐湖城：连外国友人都
希望中国队夺冠

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 ， 对
于出征的中国短道速滑队来说，
四年前的阴霾还隐隐积在心里。
“上届长野， 为什么短道总共6
个项目， 能拿5银1铜？ 怎么就
离金牌总是擦肩而过？” 包括杨
占武在内， 从国家体育总局到
队里每个人都在反思。

杨占武回忆说， 那个周期，
大家憋着一股劲儿， 而队员也
确实具备了拿冠军的实力。 杨
占武还记得， 那几年的世界杯，
杨扬几乎从未让女子1500米金
牌旁落， 世锦赛上， 她年年都
是全能冠军。 “甚至包括国际
滑联技术委员会的很多委员 ，
他们也希望中国队拿金牌， 因
为咱们在这个项目的发展上做
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此刻， 好似万事俱备。 然
而， 盐湖城第一战， 在自己最
擅长的1500米赛道上， 杨扬突
然 “哑火”， 连奖牌都没拿到，
队里气氛很沉闷。

这种不正常状态要尽快破
除， 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袁伟
民找女队队员们谈心。 说着说
着， 大家都哭了， 压力释放了，
信心也树立起来 。 之后的 500
米、 1000米比赛， 杨扬与队友
王春露、 杨阳配合默契， 连夺
两金！ 杨扬实现了中国冬奥历
史上金牌 “零的突破”！

“观众都站起来鼓掌， 组
委会的人也来祝贺。” 杨占武记
忆犹新， “因为杨扬就是国际
滑联最优秀运动员的代表， 她
不只是中国的， 她是世界的。”

温哥华：四金水到渠成

经历了都灵冬奥会的新老
交替期， 到2010年温哥华冬奥
会 ， 杨占武觉得新一批队员
真 正成长起来了 ， 队伍稳定
了， 包揽女子项目四金 “水到
渠成”。

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出
现了戏剧性变化， 率先冲过终
点的韩国队被判犯规， 中国队
夺冠 。 时任领队杨占武心里
很平静， 知道裁判判不判都有
可能， 还是那句话， “功夫在
之前”。

自2008-2009赛季开始， 周
洋在女子中长距离项目上牢据
霸主地位， 韩国队拿她没办法，
干脆采取推人战术： 把周洋推
倒， 推人的队员犯规， 其他的
还可以冲击冠军。 几经得手后，

2009年2月世界杯德国德累斯顿
站， 屡受困扰的中国队终于提
出抗议， 杨占武起草了一封公
开信， 给国际滑联短道技术委
员会委员和世界杯裁判们。

“第一， 违反公平公正的
体育精神 ； 第二 ， 对项目会
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 ， 以后
都这么去比吗？ 第三， 对运动
员安全是巨大的隐患。” 杨占武
分析。

韩国队无言可辩， 很快换
了教练。 中国队内部则加强了
对犯规的管理， 从中国队员在
国际比赛中的所有犯规案例里
剪辑了五六十段视频， 给大家
以警示， 要求先做到自己没有
任何问题， 通过大赛表现也逐
渐取得了裁判的信任。

在杨占武看来， 温哥华冬
奥会另一条成功经验是取得了
媒体的支持。 赛前在加拿大训
练时， 奥运会转播商美国全国
广播公司 （NBC） 辗转联系到
队伍， 表达了采访意愿。 得到
同意后， 记者一个个和队员聊
天， 为后续转播报道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 这种开放的态度广
受好评， “NBC倒成了我们的
拥趸， 外媒口径一边倒， 中国
队这好那好， 中国队就应该拿
成绩！”

申冬奥成功：很平静

温哥华冬奥会后， 杨占武
选择去人民大学教书 。 直到
2014年初， 受到征召的他开始
服务于北京奥申委， 负责联络
冰上项目协会， 对接场地的考
察认证等。 申办成功后， 他继
续做场馆管理、 测试赛管理方
面的工作。

回忆起申冬奥成功的那一
刻， 杨占武觉得 “没有特别激
动”， 还是那四个字———水到渠
成。 “中国有绝对优势”， 比如
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不可估量的
发展空间。

对于中国体育的发展变化，
杨占武有切身体会。 90年代初
出国比赛 ， 中国队穿的服装 、
用的器材都落后很多， 其他国
家队员穿得 “立整， 漂亮”， 队
员心生羡慕， 杨占武看着， 心
里也失落。

1995年成立国家队之后 ，
运动员用鞋终于从批量生产变
为每人踩脚样定制， 大家这才
有了专属 “武器”。 杨扬那批队
员， 早期一年有两副好冰刀就
算难得， 谁承想， 到了温哥华
冬奥会周期， 外籍器材师直接
被请到队里当助理教练； 王濛
对冰刀 “挑剔”， 只要理由成立
就换！ 无条件保障。

进步固然看得到， 差距也
确实存在。 杨占武这些年读了
硕士又读博， 对学术研究的兴
趣愈发深厚， 不时还写写文章
普及冬奥知识。 对于2022年冬
奥会， 他期待大家对中国队的
表现持客观理性的认识， 重要
的是尽情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
精彩刺激， “为中国队员加油，
为咱们的进步感到高兴”。

至于自己将在冬奥会期间
扮演的角色 ， 他再次不假思
索地说： “在场馆服务的场地
工人！” 据新华社

CCBBAA联联赛赛次次轮轮∶∶

短道人生
场地工人杨占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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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易建建联联距距得得分分王王
仅仅一一步步之之遥遥

两场不胜
巴萨主帅
“有一点担心”

ATP年终总决赛：
费德勒焦科维奇同组

朱朱婷婷携携天天津津女女排排
夺夺新新赛赛季季开开门门红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