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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网球公开赛

王雅繁 专赢德比战
先后战胜王欣瑜张恺琳 闯进赛事八强
昨 天 ，2018 济 南
网球公开赛进行了男
女单打第二轮的较
量。 在两场焦点战中，
头号种子库姆淳 2 比
0 击败张宇 璇 ，2 号 种
子 王雅 繁 以 2 比 0 击
败张恺琳， 双双晋级
八强。 男子方面，张择
击败日本对手， 也闯
入了八强。

王雅繁 次盘抢七胜出

作为中国女网中生代球员代表，王雅
繁本赛季的 WTA排名首次来到世界前
一百。本周，她在积分榜上位居第 93位，
落后库姆淳两位，是济南公开赛的 2号种
子。在首轮击败“小小花”王欣瑜后，昨天
她迎来了另一位中国球员张恺琳。
首局比赛，双方开场前两局都完成了
保发。第三局王雅繁在自己的发球局里救
回一个破发点，此后她一鼓作气连破带
保，很快就取得 4比 1的领先。之后她保
持着多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以 5比 3进

入发球胜盘局。不过，在第九局，张恺琳拿
到两个破带点并完成回破，将局分追成 4
比 5。最终双方 6比 6进入抢七，2号种
子以小分 8比 6胜出。
一盘在手之后，王雅繁在次盘第三局
成功破发，以 2比 1领先。随后她连保带
破，连下 4局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以 6
比 1锁定胜局。顺利晋级女单八强以后，
下一轮对阵印度选手雷娜，后者在另外一
场比赛中以 2比 1淘汰中国台北选手梁
恩硕。

纳豆耍宝

张择 稳住目前排名

上周在成都的 ATP挑战赛上，张择
拿到了男单和男双两个冠军，让自己的世
界排名重新回到前 200。本周，他和国家
队一起前往济南，参加济南公开赛暨
ATP挑战赛。
“现在我的排名回到世界前两百了，
虽然今年上半年发挥很不稳定，但还是希
望今年能把排名稳定在前 150，然后慢慢
向前走。”这是张择对自己本赛季的期待，
在济南他也很好地调动了自己的状态。
尽管男双和公茂鑫的搭档没能闯过

首轮关，但他在单打赛场上还是延续了上
周的手感。
昨天面对日本选手高桥，中国一哥直
落两盘以 2比 0胜出，整场比赛耗时 1小
时 24分钟。首盘比赛，双方开场就陷入胶
着，比分交替上升来到 5比 4。张择在对
手的发球局里完成破发，以 6比 4先下一
城。第二盘比赛，双方在第三局和第四局
先后完成破发，但张择凭借第八局的关键
破发，以 6比 3赢下整场比赛。
北京晨报记者 葛晓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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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罗杰斯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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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ATP 大师赛罗杰斯杯继续男单第二轮比赛的争
夺。 赛会头号种子、西班牙天王纳达尔发挥稳定，最终直落
两盘以 6 比 2 和 6 比 3 击败法国选手佩雷，成功晋级第三
轮。 图为赛后纳达尔与球迷互动。

■体坛速递

孙杨亚运将战四项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晨）中国游泳
队在雅加达亚运会的报项昨天曝光，队
长孙杨确认将参加男子 200米至 1500
米自由泳的四个项目，接力待定。
4月的全国冠军赛，孙杨出战了男
子自由泳的全部 5个个人项目，并摘得
4金 1铜，200米、400米、800米、1500
米 4个主项金牌无一旁落，前两项更是
游出了当时的世界第五和第二的好成
绩；不出意外，亚运会夺金可谓十拿九
稳。同时，800米是他近年来完成得最轻
松的一次，1500米也止住下滑，可见其
在长距离方面的提升。至于 100米，
49.48秒的成绩排名第三，孙杨表示“就
当上了一堂速度训练课”，而该项最终的
参赛人选也毫无意外花落冠亚军侯钰

杰和余贺新。此外，队中的仰泳和蛙泳
“一哥”徐嘉余、闫子贝均囊括了各自项
目的 50米、100米和 200米“套餐”，前
者上月接受采访更是喊出了三金口号。
“女版孙杨”李冰洁同样出战从 200
米至 1500米，与 00后新星王简嘉禾将
组成中长距离 （400米、800米、1500
米）“双保险”。傅园慧出战 50米和 100
米仰泳，刘湘将亮相 50米仰泳和 50米
自由泳，张雨霏则参加 100米和 200米
蝶泳。今年冠军赛收获 2金 1银 1铜的
19岁北京姑娘于静瑶拿下 100米和
200米蛙泳资格，力压史婧琳，后者本
次只参加 100米项目。于静瑶则有望在
雅加达扮演“黑马”，成为国内新一代
“蛙后”。

NBA 公布焦点赛程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亢雪松） 昨天，
NBA公布 2018-2019赛季常规赛揭幕
日、圣诞大战以及马丁·路德·金日的相
关赛程。新赛季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 10
月 17日打响，两场比赛分别是 76人客
场挑战凯尔特人、勇士主场迎战雷霆。
圣诞大战则将上演勇士与湖人的重量
级对决。
湖人新赛季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
10月 19日客场挑战开拓者，这将是詹
姆斯湖人生涯的首秀。湖人今夏签下詹
姆斯，还引入隆多、麦基和史蒂芬森等强
援，可谓面貌一新。而在 10月 21日，湖
人将迎来赛季主场揭幕战，他们的对手
是火箭。
圣诞大战是 NBA一年一度的重头

戏，每个赛季联盟都会安排有足够话题
性和吸引力的比赛，今年夏天詹姆斯转
投湖人，让重建之中的湖人再度成为话
题球队，圣诞大战将重现去年总决赛詹
姆斯对决杜兰特和库里的火爆场面。除
了湖人与勇士，另一组焦点对决是火箭
和雷霆。火箭和雷霆是西部最被看好能
够挑战勇士的两支球队，而且安东尼有
望加盟火箭，届时他将对阵老东家。哈
登和威斯布鲁克的激情对决也十足吊
人胃口。圣诞大战其余三场比赛分别是
尼克斯对阵雄鹿，76人迎战凯尔特人，
爵士对阵开拓者。
马丁·路德·金日共安排三场比赛，
分别是灰熊主场战鹈鹕，火箭客场挑战
76人以及湖人主场对阵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