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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追踪

李娜何时重返赛场
本报记者 朱 凯

中国网球名将李娜在不久前的澳网比
赛中以 !胜 )负的战绩斩获亚军。决赛中
她两次摔倒受伤，却顽强坚持完比赛，她
表现出的钢铁般的意志品质感染了每一名
观众。虽然最后的结果对于李娜来说非常
遗憾，但过程确实值得尊敬。

澳网之后，更多人非常关心：李娜的
现状如何？

伤情 不必过分担心

澳网结束之后，李娜直接回到国内武
汉家中进行休整。本周，她又飞赴德国，
对自己左脚踝的伤势进行进一步诊治。

从比赛当时李娜面部痛苦的表情来
看，她的伤势不算轻。不过李娜的教练卡
洛斯在近日北京一所网球学校为李娜举行
的庆功会上告诉记者：“她的脚踝没有明
显的痛感，我只是建议她让医生再确认一
下。”

卡洛斯表示，李娜的脚踝伤势外界不
必过分担心。“李娜在摔倒的时候确实有
些疼痛。但在现场治疗后就再也不疼了。
现在去德国看医生，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让专业医生做出最细致的检查，得出全面
的结论。”

排名 稳居世界第五

在 !"#, 月 $ 日公布的最新女子单
打世界排名中，李娜排在第五位，这也是
她连续两周稳居这一位置。

在这期最新世界排名中，世界前十的
名次均没有发生变化。在澳网决赛中击败
李娜的阿扎伦卡仍高居榜首，排在二至十
位的分别是小威廉姆斯、莎拉波娃、拉
德万斯卡、李娜、科贝尔、埃拉
尼、科维托娃、斯托瑟和巴托
丽。

另 一

朵中国金花彭帅的世界排名为第 %& 位，
郑洁则排在第 $'位。中国小花的世界排
名均在百名开外。

去年底，李娜团队制定了 ,-)#

赛季将参加 )' 项比赛。按照计划，
她将于 ,月 ))日前往卡塔尔参加多
哈站的比赛。

李娜非常期望能赶上此次多哈
公开赛，不过能否参赛还要看德
国诊断的结果来定。

, 月 ,! 日，李娜就要迎来
#) 岁生日。如此“高龄”要保
持良好竞技状态并不容易。伤
病将是未来李娜的主要挑战
之一。澳网受伤后，她的教
练卡洛斯认为，有必要考
虑减少她的参赛场次。

因此，李娜也不排除
放弃多哈公开赛多休整
一到两周。“目前李娜没
有多少积分压力，她可
以舒舒服服地准备
红土赛季，”卡洛斯
说：“对她这个年
纪的球员，得
到充分的休
息非常重
要。”

北京时间,月1日凌晨，在距离中国
蛇年春节还有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中国
男足将开启新一届亚洲杯预选赛小组
赛的征程，客场首先挑战沙特阿拉伯
队。由于几天前的一场热身赛中负于实
力平平的阿曼队，人们对国足的心理预
期已经再次降到了历史低点，似乎都怕
大过年的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毕竟中
国男足在春节给球迷添堵也不是一次
两次了。

提前拉练状态不佳

此次亚洲杯预选赛是“卡家军”赋
闲一年左右时间以来，再次面临的重要
任务，因此中国足协上下十分重视。元
旦刚过，就特地组织了国脚们远赴西班
牙进行长达近,-天的海外拉练。在进行
了以体能储备为主的恢复训练同时，与
西班牙乙级联赛和瑞士联赛的几支俱
乐部进行了"场热身赛。

之后国家队马不停蹄地飞到阿曼
适应西亚的环境，与阿曼队的热身赛对
卡马乔来说是检验队员状态的机会，足
管中心高层对比赛非常重视，副主任于

洪臣赛前赶往阿曼，带去了接替韦迪上任
的新主任张剑的话，希望国足在比赛中放
下包袱，轻松上阵。但事与愿违的是，中国
队全场均不在状态，开场第)-分钟就让对

手打进一球，输掉了整场比赛。阿曼队主教
练在赛后甚至质疑与他们交手的“难道是中
国二队吗”？他甚至断言“这样的中国队不可

能战胜沙特队”。

伤病困扰拉响警报

从阿曼赶到沙特之后，国足很快又传出伤病
的坏消息，主力中卫冯潇霆由于在与阿曼队的训练
中拉伤了大腿肌肉，很有可能将无缘与沙特队的比
赛。一旦冯潇霆伤缺，卡马乔的备选方案是让许博
替换出阵，但许博和另一名主力中卫赵鹏的配合并
不算熟练，这对于中国队并不稳固的后防线来说，
实在让人堪忧不已。

尽管中国队的队员在输给阿曼队之后，充满雄

心壮志地表示，打沙特队肯定将会调整好球队的状
态，不给全国球迷过年“添堵”，但在连番打击之下，
中国队主教练卡马乔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队的球员
很长时间没有比赛，竞技状态肯定不如沙特队，毕竟
沙特队参加了海湾杯而且现在正处于联赛期。不过
卡马乔依然嘴硬地表示：“我们之前的热身赛踢得并
不理想，但热身赛与正式比赛不一样，相信队员们会
在真正比赛时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国足春节几多添堵

回顾中国男足最近几年的战绩，惟一值得肯定
的一点也许只剩下在别人过年的时候，国脚们大多
都在进行训练或是比赛，不过这也直接导致了国足
好几次在大过年的时候给球迷“添堵”。

,--'年的春节，相信很多球迷还记忆犹新，中国
队在除夕夜晚上做客迪拜，在世界杯预选赛上)()逼
平了强敌伊拉克队，错失了击溃对手的大好机会，让
这顿足球年夜饭有点尴尬，也让之前叫嚣着“与春晚
争收视率”的球迷们哑口无言。命运的天
平在除夕夜其实是偏向中国的，伊拉克
头号球星尤尼斯开场就受伤下场，下
半时还被罚下一人，但中国队却
在以多打少的情况下，仅仅靠郑
智利用角球机会头球扳平比分，
错失客场战胜对手的大好机
会，最终经过一年努力，也未
能跻身南非。

,-))年春节对球迷来说
同样“添堵”，在春节前
期，高家军在卡塔尔亚

洲杯小组赛上完败于卡塔尔队，又被乌兹别克队逼
平，不得不接受折戟沉沙、早早归来的命运，中国足
球再一次沦为了给新春佳节添堵的角色。没有一个
好成绩给球迷拜年众位国脚回家安心过大年的同
时，伤害的却是球迷的心。

铁树也有开花时

不过，就像铁树也有开花的时候，中国男足也有
在春节给球迷“长脸”的时候。在,-)-年正月初一开
始的东亚四强赛上，高洪波率领的中国队先是战平
日本队，再是打破#,年逢韩不胜怪圈，以#(-痛击韩
国队，最后轻松战胜中国香港，取得了四强赛的冠
军。用破天荒的一个东亚四强赛冠军，难得地成为新
春添彩的角色。

纵观此次亚洲杯预选赛赛程，中国队小组赛!场
比赛将持续整整一年。在,月1日打完沙特队之后，下
一场比赛还得等到#月底。因此，希望国足在春节前
与沙特队的比赛，能够拿出“毕其功于一役”的架势，

不给全国球迷的蛇
年春节“添堵”。

热 点

聚 焦
亚洲杯预选赛将战沙特

国足过年能否送份大礼？
本报记者 罗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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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坛斯诺克威尔

士公开赛

（,月))日—)1日）

这个春节黄金周，
丁俊晖没法在家过了。蛇
年的大年初二，威尔士公
开赛就将开赛，丁俊晖将作
为卫冕冠军出战，目前从签表
情况来看，丁俊晖卫冕前景不
错，半决赛之前不会遇到234"

顶级选手。

网球!"#多哈公开赛

（,月 ((日—(1日）

同样是蛇年大年初二，526 卡
塔尔公开赛将在多哈拉开帷幕。
即将过去的龙年里，李娜经历了

奥运一轮游和换帅后反弹等起起落落，
并在龙年年末重返大满贯赛事决赛，这
让人们更加期待她在蛇年的表现。如果她
脚伤没事，球迷们大年初二就能一饱眼
福，看到李娜再次走上球场献上精彩演出。

欧冠$%&决赛开战（,月)#日—)%日）

春节期间，足球迷们用不着担心饱不了眼福。欧冠淘汰赛
也将在黄金周期间点燃烽火，蛇年大年初四将迎来首个比赛日，
刚刚加盟圣日耳曼的贝克汉姆很可能将重新出现在欧冠赛场。
大年初五的一场焦点战引人注目，那就是皇马对阵曼联。焦点人
物皇马核心 .罗已经表示：我等不及了！

花样滑冰四大洲赛（,月 !日—))日）

从,月!日起，国际滑联四大洲花滑锦标赛在日本大阪举行，比
赛将在大年初二结束。冬奥会银牌得主庞清、佟健这一次退出比赛，
而新组合彭程、张昊、王文婷、张岩出战。彭程、张昊这对新配对不久
的组合值得关注。去年))月的大奖赛中国和法国两站比赛，这对组
合分别获得第五和第四名，而如果能在四大洲花滑锦标赛上更进一
步，拿到一枚奖牌，无疑为他们今后的道路增添了信心筹码。

'(#全明星周末（,月 )!日—)1日）

年初七，/76进入一年一度的全明星时间。只不过，勒布
朗又要放大家鸽子了，因为他还是不会参加扣篮大赛。

蛇年大年初七上午 )&点 #&分是新秀挑战赛，年初八上午
$ 点 #& 分将开始投篮之星、技巧挑战赛、三分大赛和扣篮大
赛，而年初九上午 $点则是全明星赛的正赛。 （瑜 晓）

丁俊晖卫冕之战

李娜复出首战？

皇马曼联焦点战

中国新组合亮相

年度篮球大餐

下站 或在多哈复出

孙杨，别荒了自己的课业
红 深

半个多月前，看见孙杨在体坛风云人物颁奖典

礼上获得最佳男运动员那光彩照人的一幕幕，这是

奥运会叱咤风云之后孙杨又一次大红大紫，人们似已

认定孙杨是中国男子泳坛无可置疑的领军人物。然而，

近一段时间来，关于孙杨的负面新闻却不绝于耳，让人们

对这位少不更事的青年的前景捏一把汗。难道事情真要否

极泰来物极必反吗？,)岁的孙杨还很年轻，路程还很长啊！

奥运会后，一系列频繁的商业活动和走秀，让孙杨沉湎于

事务性的往来中，难于静下心来专注训练。据说孙杨已有%&多天

没有进行系统训练了。紧接着爆出孙杨耍大牌，同媒体的关系一

度紧张，面对这些也让孙杨疲于应付。后来，孙杨恋情的公开让他

更成为舆论的焦点、八卦的中心，这是最扰人心绪的事情了。最近，

孙杨同恩师朱志根矛盾爆发，并发展到要换教练的风波漩涡之中。据

说孙杨的教练朱志根就曾认为，谈恋爱会使孙杨“无心训练”。两个人

磨合了$年的金牌师徒关系，突然间出现不和谐的杂音，对两人都会有极

大的伤害，同时也伤害着中国游泳事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孙杨的正常训

练难以保证。他还能成为夺金牌破纪录的浪里白条吗？人们担心着。

打开孙杨的微博，)&&&多万粉丝只能看见，页面还停留在)月)$日体

坛风云人物颁奖那天。但两万多条评论和转发依然持续到一分钟前，粉

丝们盼着他的回心转意、重新出发。因为孙杨在那最后一条微博中说

道：“虽然朱导没有获奖，但是他一直是我心中的/3+)！”同甘苦易，共

享乐难。这一切，对于$&后的孙杨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有人认为，面

对眼前这道坎，孙杨勇敢地迈过去了，他或许将在未来赢得更辉煌

的成就；如果迈不过去就此沉沦，他或许就将是一颗闪亮但却快速

陨落的流星。

,月%日，浙江体院作出对孙杨的通报批评，并暂停孙杨的一

切社会商业活动。的确，无论出了什么问题，抑或是一些人说到

的利益分配的原因，都可以权且放下，先静下心来，回到体育的

基本训练中来，这才是正道，才是理智。只有回到游泳池，孙杨

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如果连这

个根本都丢了，没有了训练，没有了成绩，一切都可能是海

市蜃楼，一切都将从繁荣变成荒芜。

听说，现在孙杨身体已经回到训练场了，但不知道是

不是心也回来了。原定,月中旬游泳队要去澳大利亚训

练的计划是否能够如期实施，不知到时候能不能抛弃

前嫌共赴未来。

海外人士青睐
四明内家拳
宁波古城海曙区武术界日前欢聚

一堂，一袭黑色的中式功夫装，一套
别开生面的内家拳吸引了大家的眼
球。宁波古称四明，海曙区是宁波老
城，是浙东武术文化的代表、浙江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四明内家拳的发源
地。四明内家拳是中华武术一颗璀璨
的明珠。近年来，四明内家拳表现不
俗：在韩国举行的传统武术大会上，
四明内家拳获 1金 ,银，得到团体总
分第一的好成绩；在第九届浙江国际
武术传统武术比赛中，四明内家拳选
手喜获丰收，摘金夺银。

四明内家拳以其特有魅力吸引海
外青睐：来自德国黑森州的乌尔里
希·冯·胡腾一级文理中学的 #& 余名
师生来到宁波学习四明内家拳。不久
前，韩国大邱市永信小学的 )!&多位
师生来到高塘小学交流，四明内家拳
在活动中得到了展示，引起了关注，
著名的美籍中国武术学者韩宁先生不
远千里专程来宁波考察四明内家拳。
为了扩大内家拳教学传承活动辐射
面、影响力，做好普及工作，四明内
家拳分别在宁波的一些大中小学等校
授课。其中五乡小学已将四明内家拳
作为晨操每天锻炼，全校学生都学四
明内家拳，人人都会打四明内家拳。

四明内家拳蕴涵丰富的浙东文
化，民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四明内家
拳杀富济贫、抗倭保土的传说。近年
来，浙东史学家、宁波大学教授张如
安，中国武术学首位博士、杭州师范
大学教授周伟良等组成了四明内家拳
专题科研组，挖掘、疏理该拳种丰富
的内涵，评估其在中华武术史上的地
位与重要性，呈现出文化研究与传统
武术相辅相成的新气象。（王友唐）

周睿羊终于苦尽甘来，年少成名曾久居等级分第一，世界冠
军却姗姗来迟，好在终于还是来了。周睿羊成为中国围棋第九位
世界冠军，也是继江维杰之后第二个$&后世界冠军。近日，山东
围棋队为周睿羊举办了庆功会，同时山东景芝酒业集团为周睿
羊颁发了“围棋世界冠军)&万元奖励基金”和价值)$+'万元的#&

年珍藏特制酒。庆功现场，记者也了解了小羊不少的“秘密”。

老爸引诱走上围棋路

想不到吧，这样的优秀棋手，走上围棋之路是被“引诱”的。
周睿羊的爸爸对记者说：“他一开始不爱围棋，觉得黑白

子没意思，我就只好逐步引诱他了。终于在)$$'年他1岁生日
那天成功了！”

父亲透露，周睿羊%岁的时候就接触过围棋，但并不感兴
趣。小时候喜欢的是象棋，每天都坐在小桌子前，等待外公下
班跟他下象棋。“他生日那天，我故意让他征吃我，左一下右一
下，从这开始他才喜欢上了围棋。”不过，周睿羊小时候没进过
校门，其父亲的这一培养模式一直受到争议。周睿羊自己却
说：“当时正好不喜欢上学，不让去正合我意。”

!"后第一个出成绩

入段前的晚报杯，入段后的少年富士通杯，周睿羊拿到了

所有能参加的重要比赛的冠军。著名棋手邵炜刚说他是“$&后
第一个出现在国内大赛决赛的”。

说的没错：,&&!年周睿羊)"岁时取得天元赛挑战权，创下
最小年龄纪录。之后他又取得名人战挑战权、/8.杯亚军，力
保海淀队围甲保级，成为那两年间最火的年轻棋手。

可以说，周睿羊的出现，让大家开始惊觉“孩子的可怕”。
虽然后来江维杰、柁嘉熹等都赶了上来，但要说到在国内出成
绩早，非周睿羊莫属。

很久前曾有过恋爱

从,&&!年在安阳殷墟大殿夺得名人战挑战权，到近日在
黄果树成就百灵杯世界冠军，当年)"岁的小男孩也长成了,&

多岁的大小伙子，爱情也不再是禁忌话题。
“现在单身，很久以前有过一次恋爱。”小羊！你今年才 ,)

岁多，“很久以前”是什么时候？
“不告诉你，保密。”大家居然都不知道，这手“棋”隐

藏得好深！

人 物

故 事
中国第二个!"后围棋世界冠军

周睿羊实至名归
! ! ! ! ! ! ! ! ! ! ! ! ! !子 轩

李娜在澳网决赛中扭伤左脚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