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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楚钦打蒙张本智和
《北京晚报》消息

10
月 11 日 凌 晨 ，2018 年 青 奥
会乒乓球比赛进行了男女
单打决赛。中国选手王楚
钦和孙颖莎分别击败日本
队的张本智和、平野美宇，
双双夺冠。可以说，中国球
员的这两场胜利，对于近
年来上升势头很猛的日本
乒乓球是一个不小的打
击。
因为青奥会对参赛运
动员的年龄限制，许多比
赛项目都难言顶级水准，
但乒乓球项目的这两场决
赛绝对是例外。日本队派
出了他们最强的男选手张
本智和以及女选手平野美

宇。这两人虽然年轻，但都
已经经历了多次大赛的考
验，张本智和还曾经击败
过马龙、樊振东和张继科
等国乒男队主力，而平野
美宇更是曾经在去年亚锦
赛上有过连续击败3名中
国主力夺冠的表现。
孙颖莎和王楚钦虽然
目前还不是国乒的一线绝
对主力，但也都凭借自身
实力和表现打出了一片天
空。尤其是两人的混合双
打，不仅在亚运会上夺冠，
还在难度高于奥运会的全
国锦标赛上也拿到了冠
军。但同时，他们两人也都
需要在一次重大比赛中证

明自己的单打实力。
女单决赛中，孙颖莎
在首局比赛比分十分胶着
的情况下，关键时刻手不
软，先拔头筹。她说：
“ 第一
局咬下来后，虽然第二局
输了，但我不慌，我觉得能
够掌控整场比赛。
”随后，
孙颖莎又连下3局战胜平
野美宇，夺得青奥会女单
冠军。
“ 这算是我到目前获
得的最有分量一个冠军了
吧！
”孙颖莎说，
“ 毕竟是4
年一次的青奥会，而且场
上是我一个人在打。
”
随后出场的王楚钦则
打得更加痛快淋漓，尽管
张本智和每得一分都声嘶

力竭地呐喊，但这并没有
影响到王楚钦，他沉稳地
以11∶8赢下第一局。在张
本智和扳回一局后，第三
局王楚钦彻底释放，发球
加上正反手，打得张本智
和没了脾气。
10∶0后 ，王
楚钦主动发球下网送出1
分，最终以11∶1结束这一
局。此后，尽管张本智和再
兴波澜，但王楚钦一直沉
稳应战，以13∶11和11∶9
拿下整场比赛。夺冠后，王
楚钦扔掉球拍，张开双手，
仰面向天，然后脱下球衣，
用手指指向球衣上的文
字。
“ 我想让全世界记住我
的 国 家 和 我 的 名 字 。”他

说。
这是中国选手本届青

奥会上的第三枚和第四枚
金牌。

（袁虹衡 李远飞）

伤势不重 周琦预计一个月恢复

法国足协主席：
本泽马国家队生涯
已结束
新华社消息

王楚钦打得痛快淋漓

《法制晚报》消息

10月10日上午休斯敦火箭

128∶86大胜上海大鲨鱼的NBA季前赛上，周琦在自
己首场季前赛比赛中只打了3分钟就意外撞伤膝盖被
迫退场。新赛季NBA常规赛将于10月17日打响，周琦

法

此时受伤必将对他的新赛季征程产生影响。好在检查
结果显示是膝盖扭伤，伤情不太严重。

国球星本泽马返回国
家队的愿望或许已经

来到NBA之后，伤病几乎一直伴随着周琦。在过

落空了。
法国当地媒体

去短短半年的时间里，周琦就遭遇了大大小小3次的

10日发布的一篇对法

伤病，而这次他是第四次因为伤病倒下。周琦于11日

国足协主席勒格拉埃

凌晨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消息称：
“ 检查结果是个

的访问中，
勒格拉埃本
人并不看好本泽马回

好消息，谢谢大家关心，预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去进
行恢复。
”
虽然这意味着周琦很可能无法赶上新赛季的

归国家队。
“ 我觉得本
泽马和法国国家队缘

揭幕战，
但好消息是，
这次受伤没有严重到断裂或者是

（张颖川）

赛季报销，
不会对周琦的运动生涯造成伤害。

分已尽。
”他说。
本泽马上次代表
法国国家队出战还要

女排世锦赛：中国队3∶1战胜俄罗斯队

追溯到2015年10月，虽
然他已经进入了今年

新华社消息

金球奖的最终30人候
选名单，但他与法国队
主教练德尚的关系目
前依然冷若冰霜。
2016年 欧 洲 足 球
锦标赛前，因为本泽马
没有进入最终的大名
单，
所以这位皇马球员
抱怨称，
德尚没招自己
进入国家队是因为迫
于种族主义者的压力。
此外，
本泽马还涉
嫌对法国队前队友巴
尔武埃纳进行敲诈勒
索，
此事也让法国足协
对他印象变糟。
“ 这个
案子已经拖了三四年
了，应该早点有个结
果。
这起案件也让我们
和本泽马的关系变得
复杂。
”勒格拉埃说。
本泽马至今81次
代表法国国家队出战，
共收获了27个进球。

亮相
10月11日，湖人球员詹姆斯（上右）在比赛中上篮。当日，在NBA季前赛中，
从骑士转投湖人的詹姆斯只打了上半场，在18分钟内8投5中得了15分、10个篮
板和5次助攻，率领球队主场123∶113战胜勇士。 摄影/新华社记者 李 颖
澳超热身赛博尔特有望首发
《新民晚报》消息

离
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
百米纪录保持者博尔特非
常接近了。
10月 12 日 若 能
代表中央海岸水手队在热
身赛上有出色表现 ，
32 岁
的牙买加飞人就有机会争
取一份正式的职业合同。
“我的大日子来了。
”博尔
特说。
博尔特已跟随澳超球
队训练了一段时间。新赛
季的澳超就将开幕，在这
之前，中央海岸水手队安

排与第二级别联赛的球队
麦克阿瑟西南联队进行一
场热身。这场比赛，水手队
比较重视，会派上一队球
员。球队主帅马尔维透露，
博尔特有机会争取一个首
发位置，
“ 从身体状况看，
可能让他首发。这或许是
个好机会，我们会根据这
周的情况作出决定。
”
上个月的一场热身
赛，博尔特打的仍是左边
锋。尽管是全队跑得最快
的球员，但对这个位置，飞

10月11日晚，
2018世界女排锦标赛
展开了第二阶段复赛最后一轮的较量，中国女排在
已经确保出线的情况下，迎战俄罗斯女排。此役，中
国女排人员轮转更充分，替补出场的李盈莹表现抢
眼，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最终，中国队以3∶1（25∶22、
21∶25、25∶23、
25∶15）击败俄罗斯，从而以小组第
二的身份晋级六强，俄罗斯则遭到淘汰。六强赛分组
将通过抽签产生。

博格巴自费颁冠军戒指
人似乎并不适应。
“ 教练说
了，会把我摆到更靠前的
位置。
”他表示，自己也希
望调整一下，踢得比之前
两场好些，
“ 如果进入首发
阵容，就往前跨了很大一
步。我会牢牢抓住这个机
会。
”此次热身赛，将是博
尔特第一次和水手队一队
队员合作，
32岁的飞 人 意
识到，这是自己至今最重
要的球赛。
“ 我想，到时将
决定俱乐部会否给我一份
合同。
”

（金 雷）

《广州日报》消息

10月10日，据英国媒体披露，
回到法国国家队集训的博格巴展示了土豪的一面，他
向球队和法国足协宣布，自己将自掏腰包，为今夏夺
得世界杯冠军的23名法国队球员购买冠军戒指。英国
媒体对此的解读是，在法国国家队的博格巴比在曼联
的博格巴更加开心。
众所周知，
NBA夺冠的球员都可以得到一枚总冠军
戒指。
而在法国足球队阵中，
格列兹曼和博格巴都是篮
球迷，
经常现身NBA赛场。
此前两位大将曾向法国足协
建议，
要求给队员颁发冠军戒指。
法国足协没有进行公
开回应，
或许支出是法国足协需要考虑的。
据悉，
戒指将
由一家美国珠宝商打造，
价格未知。
物流运输会由法国
足协负责，
据悉，
这会花费法国足协8700英镑。

（宗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