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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速递

澳网正赛 张帅签运不佳
首轮将战美网冠军 吴迪资格赛落败

昨天，2018年澳大利亚网
球公开赛继续进行资格赛的
较量。王雅繁、朱琳、韩馨蕴、
刘方舟顺利晋级次轮，吴迪打
满五盘遗憾落败。同时，正赛
抽签也在昨天举行，张帅首轮
将要对阵上赛季美网女单冠
军斯蒂文斯。
小花资格赛晋级

国安众将在葡萄牙的阿尔加夫进行集训。

赴海外 埋头练
国安训练内容丰富 人和要踢 10 场热身赛
北京中赫国安队的葡萄牙集训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球队基本上都保持一
天两练的节奏。 而北京人和队也已经在西班牙阿利坎特开启海外集训。

国安 一天两练质量高

国安队在葡萄牙的阿尔加
夫进行集训，训练内容既有分组
对抗，也有放松的网式足球比赛。
在网式足球比拼中，全队被分成
八个小组轮流进行对抗，最后角
出冠军。比赛为 6分钟赛制，时
间截止时，得分多者获胜。经过
一番“斗智斗勇”后，张稀哲、吕鹏
和李磊的组合最终脱颖而出，他
们在决赛中战胜朴成、金泰延和

池忠国的组合获得冠军。
经过难得的休整，球队在接
下来的训练遭遇一场大雨的考
验。雨中，球队被分成三组进行 8
打 8对抗，训练持续一个半小时
后结束。直到下午训练开始一刻
钟，雨水才渐渐有所减缓。训练
仍以分组对抗为主，虽然训练只
进行了 75分钟，但质量很高，雨
天后的姜汤仍旧是球队的保留

“节目”。
大雨过后，阿尔加夫再次艳
阳高照，国安队上午的外场训练
中，球员被分成两组轮流进行传
接球配合练习以及射门技巧训
练。训练结束后，助理教练程俊带
领几名年轻小将进行射门及传球
的加练。下午球队则是来到健身
房在体能教练奥利弗的带领下进
行身体核心力量练习及恢复。

因为身体出现问题，王雅
繁去年夏天才重回球场，目前
世界排名第 170位的她昨天在
墨尔本公园球场迎战奥地利选
手哈斯。首盘比赛中国小花以
6比 4先下一城，第二盘她势
如破竹，以 6比 3锁定胜局。
世界排名第 113位的朱琳
位列本届澳网女单资格赛 3号
种子，首轮对阵美国人奇里科。
首盘比赛，朱琳以 6比 2胜出，
第二盘她以 4比 6告负。决胜
盘中，奇里科一度 4比 1领先，
但中国姑娘接下来连下 5局，
以 6比 4实现逆转。
韩馨蕴是资格赛的 21号
种子，面对本土小将比雷，她以
7比 4、3比 6和 6比 3胜出。
刘方舟昨天也打满了三盘，世
界排名第 146位的她迎战瑞
典人佩特森。首盘比赛刘方舟
以 5比 7告负，接下来她以 6
比 2和 6比 4逆转获胜。
在其他场次的比赛中，逯佳

经过了 17个小时的奔波，
北京人和一行 31人在西班牙当
地时间 1月 8日中午抵达了冬
训集训地阿利坎特，他们将在这
里展开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海外
拉练。阿利坎特位于西班牙东南
部靠海的瓦伦西亚大区。除常规
训练外，球队还将进行 10场左
右的热身赛，对手主要是西班牙
当地以及其他在阿利坎特冬训
的欧洲球队。

人和的西班牙籍主教练加
西亚在阿利坎特等待球队的到
来，尽管还没有适应时差，但人
和队还是在抵达的第二天就开
始了训练。首先，球队先为每名
队员进行了称重，由于大家都在
假期中按照教练的要求完成了
自主训练，体重均没有超标，各
项机能也保持良好，这样的结果
让加西亚十分满意。
第一天训练，教练组为球员

们安排的训练强度一点都不小，
上午主要是传控球练习，重新复
习和回顾基础的战术要求，下午
则注重体能，不同速度要求和不
同形式的有氧跑中间穿插着有
球对抗，舟车劳顿和时差让队
员们有些疲劳。由于本次海外
拉练将于 2月中旬结束，曹永竞
等国奥队员也将于 1月底飞往
西班牙同球队会合，并一起参加
热身赛。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U23 亚洲杯

国青今战乌兹别克斯坦
唐诗有望出场 坦言本场难打

身体不舒服，比赛因此没打好，
U23亚洲杯首战，中国队以 3比 马达洛尼也想给唐诗一段时间
0战胜了阿曼，取得开门红。拿 调整。下半场，中国队早早地确
到 3分后，中国队小组出线的前 立了 3比 0的优势，也不需要再
景也乐观起来，不过球员们都表 加强进攻，因此韦世豪因伤下场
示，还有两场比赛必须拼，尤其 时，马达洛尼换上了跑动和防守
是今天下午 4时第 2场对乌兹 能力更强的南松，而不是唐诗。
不过接下来的两场小组赛，唐诗
别克斯坦的比赛。
“第二场应该最难打。”唐诗 出场的机会非常大。
除了唐诗，因伤缺阵的邓涵
说，首场比赛他没有得到出场机
会。过往，他是这支球队的绝对 文也即将复出，他很有可能赶上
的主力，在迪拜拉练热身时，他 第二场比赛，首战顶替邓涵文出
还曾上演帽子戏法，不过在最后 战的李海龙表现也不错，两人可
一场热身赛时，唐诗突发肠炎， 以进行轮换。张玉宁虽然在最后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翃）

时刻进入大名单，换掉了冯伯
元，但他的身体依旧没有完全恢
复，小组赛恐怕难以出战。
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战在占
尽优势的情况下，0比 1输给卡
塔尔，这让主帅哈伊达洛夫感到
沮丧。不过他还是表示，球队会
竭尽全力打好第 2场对中国队
的比赛。哈伊达洛夫表示，目前
球队的形势已非常困难，“ 在一
个死亡之组中，我们非常困难。
我们会好好研究中国队，必须争
取击败他们，那样的话，我们还
有机会晋级。”

王蔷也抽到强敌

昨天，澳网也进行了男女单
打正赛的抽签。纳达尔、费德勒
和德约科维奇分别都被分在了
不同的 1/4区，但后两者同处下
半区，在半决赛之前这三位巨星
不会提前遭遇。女单方面，曾打
进过赛会八强的金花张帅首轮
抽中了去年美网冠军斯蒂文斯。
作为中国金花军团的领军
人物，张帅签运不佳，首轮就要
挑战斯蒂文斯，想要过关并非
易事。王蔷首轮的对手也是一
位美国球员，她要和凯斯争夺
一个晋级次轮的席位，后者是
去年美网亚军得主。
中国选手段莹莹被分在了
4/4区，她将在首轮遭遇格伦
比亚的杜奎·马里尼奥，如果能
够晋级，她将有可能对阵去年
的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彭帅
对阵一位资格赛球员，第三轮
有可能迎战斯维托丽娜。此外，
作为澳网亚太区外卡赛冠军出
战的小将王欣瑜则要在首轮挑
战法国名将科内特。
北京晨报记者 葛晓倩

不敌快船 勇士结束佳绩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亢雪

昨天，卫冕冠军勇士在主场
以 106比 125败给快船，结束
对后者的 12连胜。“水花兄弟”
库里和克莱·汤普森双双缺阵，
杜兰特复出拿下 40分，成为联
盟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两万分先
生。快船队路易斯·威廉姆斯第
三节轰下 27分，全场斩获 50
分，两项数据均创个人生涯新
高，带领快船在客场实现逆转。
杜兰特一开场就手感热
烫，第二节还剩 1分多钟，他命
中两分跳投，个人本场得分达
到 25分（10投 9中），他职业生
涯总得分达到两万分，成为
NBA历史上第二年轻的两万
分先生，仅次于詹姆斯。不过，这
场比赛却不属于杜兰特和他的
球队，从第三节后半段开始，快
松）

人和 不顾时差上强度

境以 0比 2不敌加拿大姑娘阿
邦达，鲁晶晶以同样的比分负于
前法网亚军埃拉尼。吴迪则在男
单资格赛中苦战三盘，以 6比
3、4比 6和 6比 7不敌布朗，决
胜盘的小分是 16比 18。

船打出一波猛烈反击，不仅反
超比分，还把领先优势扩大到
两位数。末节中段，勇士再次换
上杜兰特，但因落后分差较大，
杜兰特没能力挽狂澜。终场前 3
分 03秒，勇士队换下杜兰特，
提前投子认输。勇士上一次在
主 场 至 少 输 19分 ， 还 是
2016/2017赛季常规赛揭幕战
输给马刺。
快船队逆转的最大功臣路
威本场创造多项纪录——
—职业
生涯单场最高分 50分、单节
最高分 27分。此外，他还成为
1990年的查尔斯·史密斯之
后，第一位单场至少得到 50
分的快船球员。值得一提的是，
路威此前拿下生涯最高分 44
分时，对手也是杜兰特，当时杜
少还在雷霆，路威则在湖人。

平乙级队 皇马依然晋级
北京晨报讯（记者 宋翃）北
京时间昨天凌晨，西班牙国王杯
八分之一决赛次回合一场焦点
战在伯纳乌球场进行，皇家马德
里主场 2比 2战平努曼西亚，卢
卡斯梅开二度，吉列尔莫两度扳
平。皇马总比分 5比 2晋级。
主场被乙级球队逼平，齐达
内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依然表
示信任他的队员，会继续坚持下
去。“我们晋级了国王杯八强，这
是最重要的事情。”谈到上场的
年轻球员，齐达内说：
“对他们而

言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平时出场
时间很少。我认为我们踢了一场
出色的比赛，但是最后我们缺少
一点火力。对那些出场时间少的
球员，非常不容易。”
齐达内还说到了他与皇马的
合同，
“我跟皇马的合同到 2020
年到期，我已经签字了，不过我会
一如既往，一场一场比赛去准
备。”至于是否会在冬季转会窗口
关闭前对阵容进行补充和调整，
齐达内表示：
“我相信我的阵容，
到时候看看最终会发生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