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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等中国5将首日有战事
2014年澳网正赛今日开打

当地时间1月13日（北京时间13
日)，2014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将展开
正赛首轮争夺。中国军团中，李娜、郑洁、
张帅、唐好辰等四金花以及男单的吴迪都
将出战首轮。女单方面，威廉姆斯姐妹、扬
科维奇、伊万诺维奇四位世界项级高手都
将迎来各自的首个对手；男单赛场上，卫
冕冠军德约科维奇、费雷尔、伯蒂奇等也将
一一亮相。澳网首个比赛日中，墨尔本公
园所有比赛场地都将在当地时间上午11
点（北京时间上午8点）准时挥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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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冕冠军德约科维奇将在晚场登
陆罗德·拉沃尔球场。塞尔维亚人的首
个对手将是斯洛伐克选手拉科，后者目
前的世界排名是第96位，这将是两人
的首次交锋。

谁能在新赛季阻挡小威廉姆斯的前
进步伐？莎拉波娃没有成功，阿扎伦卡也
没有成功。巴蒂恐怕也不是世界第一的
对手。持外卡参赛的澳洲人虽然有主场
观众的热情支持，但是实力上的差距却
基本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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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花李娜的首个对手将是克罗
地亚小将康纽，后者只有16岁，目前世
界排名第239位，年初康纽曾经有过一
些不错的表现，在奥克兰击败意大利名
将文奇，这对于1997年出生的康纽来
说意义重大。

玛格丽特球场
日场第一场 马卡洛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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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号球场
第三场 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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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洁在墨尔本公园的首个对手将是
意大利老将文奇，后者为赛会12号种
子。此前两人交手4次，郑洁以3胜1
负占据上风。此役在澳网狭路相逢，两位
选手在新赛季伊始的表现都不够理想，
这无疑增加了比赛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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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第二次踏上大满贯正赛征
程的吴迪，将面对世界排名第86位的
法国人斯切佩尔。对于吴迪来说，在大满
贯面对任何对手都应该放松心态，抱着
积累经验的态度前去应战。

新赛季刚刚开始，张帅表现可圈可
点，单双打赛场都有不错的战绩，自信
心也在不断提升。首轮遭遇巴瑟尔，从
实力来说，张帅完全有能力击败对手，
今年的澳网首轮将成为她取得大满贯
单打首胜的最佳机会。

15号球场
第二场 布沙尔(30)vs唐好辰
本届澳网中国军团汇集老中青三代

运动员，唐好辰就是青年选手的代表。凭
借外卡赛跻身大满贯正赛之后，她将在
首轮迎战加拿大美女布沙尔。 新体

张继科、李晓霞当选最佳运动员
国际乒联举行年度颁奖

国际乒联当地时间11日在阿
联酋迪拜举行了年度颁奖礼，张继科
独揽两项大奖，他和李晓霞分别获得

男女最佳运动员奖，还同刘诗雯一起获
得了男女最具人气运动员奖。

张继科这次击败了樊振东、塞弗
和金赫峰最终当选；女子最佳运动员同
样来自中国，李晓霞力压队友刘诗雯、
波兰残疾人选手帕蒂卡和朝鲜的金仲
当选。

中国乒乓球选手马麟获得最佳男
子残疾人运动员，马麟在伦敦残奥会
上夺得了男子TT9级单打和团体两
枚金牌。张继科和刘诗雯分别拿到了
男女最佳人气奖。 新体

切尔西2球胜胡尔城暂登榜首
英超第21轮

当地时间11日，2013/2014赛
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21轮一
场焦点战在金斯顿通讯球场展开争
夺，切尔西客场2：0取胜胡尔城，阿
扎尔打破僵局，托雷斯扩大比分。切

尔西取得4连胜后暂登榜首。
切尔西近9战胡尔城取得7胜2

平保持不败，胡尔城上次击败蓝军还
是1988年的乙级联赛。双方历史交锋
41场，切尔西27胜10平4负占据上
风。胡尔城主帅布鲁斯此前18次对阵
切尔西仅胜1场，其余17战5平12
负。切赫、特里、阿扎尔和托雷斯重回
首发。托雷斯第200次在英超出场。

切尔西第56分钟打破僵局，科尔脚
后跟妙传，阿扎尔横切入禁区弧内低射
右下角入网。切尔西第87分钟扩大比
分，威廉传球，托雷斯强突禁区左肋12
码处左脚低射左下角入网，2：0。 斯科

火箭险遭大逆转小胜奇才
林书豪18+8

北京时间1月12日，火箭在领
先25分的情况下几乎被翻盘，最终
艰难过关，客场以114：107险胜奇
才。霍华德拿下了23分7个篮板，哈

登25分、8个篮板和5次助攻，林书豪
贡献18分8次助攻。奇才几乎完成大
逆转，但功亏一篑，遭到二连败。

两队都刚经历了一场令人失望的
比赛，分别拿下了赛季最低分。火箭在
前一天的比赛中以80：83不敌老鹰，浪
费了极为出色的防守。奇才更惨，以
66：93不敌步行者。此役两队开场后状
态都不错，不过第二节发生“漏水事
件”，火箭此后势如破竹，一举拉开差
距，而奇才在最后一节才回过神来。比
赛还有2分31秒时，比分为102：102。
哈登此一人打出8：0，奇才5分钟内未
能得分，大逆转的梦到此结束。 吴哥

巴萨0∶0平马竞夺半程冠军
西甲榜首战梅西替补

当地时间 11日，2013/2014
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19轮
一场焦点战在卡尔德隆球场展开争

夺，巴塞罗那客场0：0战平马德里竞
技，梅西和内马尔替补出场都未有建
树。马竞主场全胜战绩被终结，巴萨以
净胜球优势夺得半程冠军。

巴萨近 6次联赛对阵马竞取得
全胜。而在此之前，三度做客卡尔德隆
球场连遭败绩。双方联赛历史交锋
152场，巴萨67胜35平50负占据
上风，其中客场21胜18平37负。马
蒂诺将梅西和内马尔一齐放在替补
席，仅在中后场轮换5人，哈维、阿尔
巴、皮克、阿尔维斯和巴尔德斯出场。
马竞方面，比利亚首发对阵旧主。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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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1赔15居第四
小威巨大优势领跑

澳网夺冠赔率：

作为年度网坛的开年盛宴，此
时正值炎夏的澳大利亚总能聚集全
世界的目光。女单方面中国选手李
娜、郑洁和彭帅都纷纷出战，新人唐
好辰也突围进入正赛，而其中最受
关注的无疑是两次杀入决赛的李

娜。从当前赔率指数看，赛会四号种
子李娜的夺冠赔率为1赔15，希望
是有，但需要在比赛中得到验证。

从几大公司给出的赔率来看，
头号种子小威廉姆斯的夺冠赔率
达到 1.61-1.67的位置，笑傲所有

参赛选手。排在第二位的阿扎伦卡赔
率区间在 5.5-6.0左右，与小威还是
存在一定的距离。排在三、四位的是
赛会三、四号种子莎拉波娃和李娜。
莎拉波娃夺冠赔率和阿扎伦卡较为
接近，而和小威同个半区的李娜夺冠
赔率为1赔15，博彩公司设高的核
心原因自然还是李娜和小威同区，若
想夺冠就必须至少进军半决赛并且
要在可能出现的李娜和小威的对决
中取胜方才有机会谈论夺冠，因此从
总体来看李娜似乎并不走运。但从夺
冠的角度无论是阿扎伦卡还是小威
廉姆斯，这都是李娜夺冠路上的超强
拦路虎，且几乎是必须面对。

车王伤情依然十分严重
舒马赫救治医生：

老车王迈克尔·舒马赫的救治医生之
一史蒂芬·沙巴尔德11日在上海参加神
经外科国际学术会议时称，他离开法国时
舒马赫病情依然十分严重，“由于很难判
断后续病情，目前能做的只有等待”。

舒马赫去年 12月 29日在法国梅
里贝勒滑雪场滑雪时发生意外，迄今已
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医疗中心昏迷十
余天，他的病情牵动了全球无数车迷的
心。“医疗团队按照脑外伤国际治疗准则

为舒马赫进行了救治。”沙巴尔德说，“由
于脑外伤的病情很难预测，目前能做的
只有等待，病情变化时会有针对性的调
整治疗计划。”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
能神经外科主任孙伯民表示，大脑是一个
微妙、脆弱的器官，脑外伤的病情往往变化
多端，非常难判断。“按照之前的经验，脑外
伤如果病情一直稳定就可能会慢慢恢复，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没有好转反而变坏就不

容乐观，永久性脑损伤的可能性很大。”
此前有外媒报道，舒马赫早在3年

前就已经立好遗嘱，分配他所拥有的7.5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74亿元）现金、汽
车以及其他财产。舒马赫承认：“我已经
立下遗嘱，在方程 1赛车中，每天都有
可能发生意外。”

这份日前曝光的遗嘱中，舒马赫对
自己价值7.5亿英镑的现金、汽车以及
其他财产进行分割，受益者包括妻子和

2个孩子。
此外，滑雪场经营者可能将遭到起

诉，现在主要问题集中在滑雪场上是否
有很多导致舒马赫摔倒的石头。随着更
多证据涌现，舒马赫的滑雪速度并非导
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有视频显示，舒
马赫当时的时速仅为20公里，而非此
前认为的60公里。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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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队西热力江突破分球# 刘克林 魏作洪 摄

江苏中天钢铁男篮负新疆
CBA常规赛第24轮

本报讯 在昨晚常州主场进行
的 2013-2014赛季 CBA常规赛
第24轮争夺中，江苏中天钢铁男
篮81：90负新疆队。

外线火力全开的新疆队开局就
打出一波8：0的小高潮，全队首节
飚中8个三分球并以18：31领先。
第二节江苏中天钢铁男篮抓住新疆
队连续失误和犯规的机会，内外开
花连续得分，一度将比分扳成 35

平，半场结束仅落后新疆队两分。第三
节开始后，新疆队外线三分继续发威，
再次将分差扩大到两位数。主队依靠
胡雪峰和孟达的全力拼抢，在本节结
束时将比分追至62：68。最后一节，新
疆队又打出一波 10：3的攻击波，将
分差扩大到13分，并将比分定格在
90：81。

下一轮，江苏中天钢铁男篮将在
15日晚主场对阵山西队。 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