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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赛场，必须做到最好”
王曦雨温网归来接受专访

对升级成人赛充满期待
京彩聚焦

进入二伏以后，北京上空炙热的太阳几乎要把人烤化。 但是，
这并没有阻碍职业运动员们训练的脚步。 昨天，刚刚在温网拿到
青少年女双冠军的王曦雨像往常一样，出现在北京壹壹贰叁青少
年网球俱乐部的室外网球场上， 和教练一丝不苟地进行着训练。
之后，浑身都被汗水打湿的她换好衣服，接受了媒体采访。她谈到
了温网夺冠的经历，谈到了对职业网球的理解，也谈到了一直以
来促使自己不断向前的动力：时刻做好自己。

刮全民健身票
看体彩大讲堂

回顾温网 不赢真的很难受

从年初的澳网青少年女单
八强到上个月的温网女单四强、
女双冠军，
“小小花”王曦雨的进
步有目共睹。尤其是温布尔登，
她在单双打两线都击败了被称
作“下一个小威”的美国新星科
瑞·高芙，其发球和正手进攻方
面的表现令人惊艳。
“温网我表现得还可以吧，
在一发里运用了一些左手的侧
旋。”在场上比赛的时候，她总是
保持着高度的专注，眼神和肢体
动作都非常有力——
—偶尔因为
表现不够好，还会用球拍使劲儿
地敲自己的大腿。但到了场下，
她就又变回那个声音小小的、有
些腼腆的 17岁小姑娘了。
对于今年的温网，她有很
多美好的回忆，其中包括 1/4
决赛逆转法网冠军高芙的那场
苦战，也包括身为青少年双打

冠军受邀参加晚宴的初体验。
面对美国天才少女，王曦雨在首
盘 4比 6告负的情况下，以 7
比 6和 6比 4实现大逆转。“对
手是很强，但首先还是要做好自
己，不能因为对手强你就退缩
了。第三盘盘末我有点抽筋，但
心里想的是都拼到这个分儿上
了，不赢的话真是很难受啊。”
她赢下了那场比赛，成功
晋级女单四强。同时，她和王欣
瑜搭档，拿下温网女双冠军，并
因此获得了参加冠军晚宴的机
会。那天晚上，王曦雨穿上跟组
委会借来的银色裙子、化了妆，
看男单冠军德约科维奇和女单
冠军科贝尔共舞，看到了职业
网球最为美好和光鲜的时刻。
不过，同时她也忍不住在心里
犯着嘀咕：“ 一小时上一道菜，
真是饿死我了。”

王曦雨（左）做好了走向成人赛的准备。

（资料图）

■体坛速递

成人赛场 做好挑战的准备

温网女双冠军是王曦雨在
大满贯青少年赛事上取得的最
好成绩，17岁的她将会在明年
全面转入成人赛场。这也是目
前世界“天才少女”们的主攻方
向，同样出生于 2001年的丹尼
洛维奇和波塔波娃已经在刚刚
结束的 WTA莫斯科公开赛上
会师决赛，最终前者以 2比 1
获胜。“波塔波娃我在前年和她
打过，去年她开始打成人之后
就基本没见着了。”王曦雨说，
“丹尼洛维奇也很厉害，我在西
班牙打成人的时候也见过她，
但是没有交手。我觉得她们都
很棒啊，我也要加油。”
当被问到同龄球员都已在
巡回赛里崭露头角时，这位“中
国小小花”显得相当淡定：“她
们打得好是她们的事，我要做

的就是做好自己。其实我去年
也在考虑要不要打更多的成人
赛事，但最终还是决定在青少
年里多待一年。接下来的目标
就主要是成人方面，因为现在有
了新的外教和体能教练，感觉在
技术方面有很大的提升，体能
和心态也都变得更好了。”
她现在的外教是来自西班
牙的尼克，“他带给我最大的改
变是底线的感觉比去年更稳
了。”她说：“而且每次不同的比
赛他都会有不同的训练方式，
例如大满贯赛前训练就是以速
度和冲刺为主，来激活我的身
体。”一起工作，王曦雨用这几
个字来形容自己和教练的关
系，和一年前打法网青少年时
那个“小娃娃”相比，她的确又
成熟了一些。

职业精神 要做最好的自己

在本周的 ITF青少年积分
榜上，王曦雨单打排名第 5；在
WTA积分榜上，她的单打排名
为第 382位。今年年初，她为自
己设立的短期目标是闯入
WTA前 300，如果能够在接下
来的比赛中表现出色，她完全
有机会实现这一点。“青少年比
赛和职业比赛是不同的，职业
球员身上最重要的特质就是拼
搏精神，他们永远都不会放弃。
同时，他们在处理球上也会很
冷静，会思考很多东西。”所以，
她自己无论是训练还是比赛都
从不叫苦，因为那是网球的一
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其实前两天刚刚哭过，就
是温网结束后休息了几天，回
来之后身体还没太适应。那天

训练的最后一项是骑车，10的
阻力骑了 4分钟，15的阻力再
骑 1分钟，一共练了 6组。练
完了心里其实是很开心的，嘴
还咧着，可眼泪却还是往下
掉。”她跟着大家一起开玩笑
说那是“喜极而泣”，并不觉得
是多么辛苦的事情。“训练不
是喜不喜欢的问题，而是一种
程序，应对职业赛场就需要你
做到这些。时间不等人，你必
须要让自己做到最好。”她对
自己的高要求不止体现在训练
上，还有生活中。因为教练说
只能吃意面和鸡肉，她就严格
遵循这个食谱，偶尔比赛结束
后才会小心翼翼地问：“ 我能
不能吃一个冰激凌啊？”
北京晨报记者 葛晓倩

穆雷宣布出战中网
奥运金牌得主的身份再次回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
到国家网球中心，最终与小德
倩）昨天，英国名将、大满贯冠
军穆雷宣布将参加 2018年中 在半决赛上演精彩对决。2016
国网球公开赛。今年恰逢赛事 年，带着第二座温网冠军和第
十五周年，比赛将于 9月 23 二枚奥运金牌重返北京的穆
日至 10月 7日在国家网球中 雷，收获自己第一座中网冠军
奖杯，并在不久之后成功登顶
心举行。
最近几年，穆雷已经成为 世界第一宝座。时隔两年之后
中网的常客。2010年，23岁的 再返北京，相信穆雷一定会以
他首次亮相北京打进八强。 最好的状态为球迷奉献精彩
2014年，他以大满贯冠军和 的网球比赛。
青少年滑雪赛揭幕
市滑雪运动协会承办。赛事设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宋翃）
全国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 单、双板两个项目，男子、女子
（华北赛区）暨第二届京津冀青 两个组别，包含 4个年龄段。
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日前在 本届赛事将横跨夏、秋、冬三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京 17滑 季，历时 7个月，共设 5站。北
四季滑雪场举行，“2018全国 京市滑雪协会主席李晓鸣表
大众欢乐冰雪周”系列活动也 示，今年的挑战赛升级为全国
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参赛
随之正式启动。
该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 人群覆盖到了整个华北地区，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北京市体 并在赛事中结合了一系列线
育局和中国滑雪协会主办，北 下活动，包括滑轮推广、冰雪
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北京 文化知识的宣传、冰雪文化的
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和北京 教育等活动。
蔡赟助阵羽球直播
北京晨报讯 （记者 刘晨）
月 5日，语言犀利的蔡■将做
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南 客直播间，为球迷带来精彩的
京进行，前国手蔡■、王仪涵将 决赛解说。8月 1日和 2日，世
做客《中国体育》直播进行深度 界冠军王仪涵将接受《中国体
解读，与球迷互动。
育》前方记者的独家专访，与
《中国体育》直播将全部 球迷互动，分享观赛心得。此
场次全程高清直播本次羽毛 外，更有前方报道团为球迷们
球世锦赛。蔡■赛前分析认 带来国羽队员、教练专访，精
为，国羽要面对逆境勇往直 彩纷呈的赛事资讯和点评，以
前，为东京奥运会打好基础。8 及有趣的赛事周边花絮。

今年的 8月 8日是我国第
十个全民健身日。届时，以全民
健身为主题的多款顶呱刮彩票
将陆续上市销售。此次全民健身
系列主题票包括“全民健身日”
（10元）、“ 动起来”（5元和 10
元）、“ 五禽戏”（5元）、“ 爱跑”
（10元）“、巅峰对决”（50元）。
为了配合全民健身热潮，
在这几款全民健身系列主题票
上创新加入了视频二维码，购
彩者可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扫描票面上的活动二维码
即可观看体彩大讲堂视频。视
频包括足球基本训练 15集、五
禽戏 15集、跑步注意事项 4
集、健身器路径的使用方法 8
集，共计 42个小视频，每个视
频时长 1至 2分钟。视频均为
真人示例，指导大众科学、正确
地进行全民健身活动。值得一
提的是，购彩者每购买一张顶
呱刮彩票，将有 20%的资金进
入体彩公益金，用于包括全民
健身、奥运争光在内的多项社
会公益事业。
此次全民健身系列主题
票，10元面值的“全民健身日”
共有 2款，底色分别为红色和
绿色，共有 12次中奖机会，头
奖 25万元。具体游戏规则为：
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双八标
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
金额；如果出现顶呱刮标志，即
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金额的两
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5元面
值的“动起来”底色分别为红、
黄、粉、蓝、绿等，共有 9次中奖
机会，头奖 10万元。具体游戏
规则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
哑铃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
所示的金额，中奖奖金兼中兼
得。10元面值的“动起来”票面
印有不同的全民健身项目，共有
10次中奖机会，头奖 25万元。
具体游戏规则为：刮开覆盖膜，
如果在任意一场游戏中出现 3
个相同的符号，即中得该场游戏
右方所示的金额，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
（京彩）

■今日赛事预告
荩国际冠军杯
曼联 - 皇马
08:00 CCTV-5
荩羽毛球世锦赛
12:35 CCTV-5
荩中超联赛
山东鲁能 - 上海申花
18:00 CCTV-5
上海上港 - 天津权健
20:00 CCTV-5
（节目以实际为准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