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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爆体坛16

“老虎”伍兹遭遇车祸 双腿重伤

长春亚泰
续约“中甲金靴”谭龙

新华社消息 2月24日，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发布消

息，宣布与球员谭龙完成续约。这名接近33岁的“锋线杀

手”将继续身披亚泰战袍，征战新赛季中超联赛。

2017年1月，谭龙离开美国职业大联盟加盟长春亚泰

队，在接下来4个赛季共代表球队出战105场，打进45球，

并多次入选国家队。2019年，谭龙以19粒进球斩获当赛季

中甲最佳球员、本土最佳射手。2020年，他以11粒进球获

得中甲金靴奖，率队加冕中甲联赛冠军，使球队时隔两年

重返中超联赛。

上赛季结束后，合约到期的谭龙一度被传出离开亚泰

的消息，而他本人也有过“去更高水平俱乐部发展”的想

法。不过，在俱乐部的诚意挽留下，谭龙最终选择留守。据

悉，此次谭龙与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签订了3+1的顶薪合

同，这意味着谭龙将很有可能在亚泰结束球员生涯。

完成续约之后，谭龙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发布了一张身

穿亚泰球衣庆祝的照片，并配文字“继续战斗”。目前，谭龙

已抵达广州，与正在那里集训的亚泰队会合。 （周万鹏）

《新民晚报》消息 2月

24 日，据美国媒体报道，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高尔夫选

手，15座大满贯得主泰格·伍

兹23日清晨 7 时许在洛杉

矶的一条道路上遭遇严重

车祸，目前已被送往当地

医院接受手术。万幸的是，

根据警方及伍兹经纪人给

出的讯息，“老虎”目前没

有生命危险，但双腿受伤

较为严重，有多处遭遇骨

折，职业生涯也可能就此

终结。

从最新曝光的现场照

片来看，事故发生时，相关

区域内仅有伍兹的座驾行

驶在道路上，且车内也只

有“老虎”一人。当警方赶

到现场时，发现伍兹的越

野车已整个侧翻入道路旁

边的草丛中，伍兹本人也

被困在车内，但意识清醒。

救护人员随后用救生钳将

这位高尔夫球传奇人物救

出，并迅速送往附近医院。

根据初步的诊断结果，“老

虎”的脚部有一处复合性

骨折，脚踝处也可能遭遇

了粉碎性骨折，另有多处

挫伤。

确认伍兹无性命之忧

后，更多事故细节也开始

被披露出来。根据负责调

查的洛杉矶地区警长维拉

纽瓦的说法，事发时“老

虎”有超速行驶的嫌疑。

“这条道路所在的区域是

当地的事故多发地，从现

场勘查的结果来看，车辆

当时的行驶速度有些过

快，路面上也没有刹车和

轮胎摩擦的痕迹，因此初

步判断为司机超速行驶造

成的单车侧翻事故。”他还

补充道，伍兹的越野车在

侧翻前，先后猛烈撞击了

道路的护栏和行道树，导

致车辆损毁严重，这也可

能是“老虎”腿部多处骨折

的最主要原因。

现年46岁的伍兹堪称

高尔夫球界“百年一遇”的

天才型球员，他3岁时便打

出过9洞48杆的成绩，5岁

登上了《高尔夫文摘》杂

志，18 岁成为最年轻的美

国业余比赛冠军，1996 年

夏天进入职业赛场后，伍

兹更是大放光芒。“新秀赛

季”，他便拿到了一个美巡

赛冠军。21岁时，伍兹以12

杆优势称雄美国大师赛，

成为了该项赛事历史上最

年轻的冠军，并登上世界

第一宝座。随后多年，他彻

底“统治”了高尔夫球坛，

美国名人赛、美国公开赛、

PGA 锦标赛等重要赛事

的冠军多次被他收入囊

中，连续的优异战绩，让他

成为高尔夫运动的代名

词，他还多年热心公益事

业。

然而这梦幻般的一

切，却因为酒精而彻底改

变。2009 年，他驾驶 SUV

先后撞坏了一处消火栓和

一棵树木，随后这位高尔

夫球界第一人不仅被查出

酒后驾驶，还牵出了“婚外

情”的丑闻，让其努力维持

多年的“好男人”形象崩

塌。2017年，伍兹又被佛罗

里达州警方发现，在一辆

停在路中央的高级汽车的

驾驶室中熟睡，随后他再

度因酒后驾驶被调查起

诉。

如果说前两次事件并

没有对伍兹的职业生涯造

成“伤筋动骨”的影响，那

么这次车祸所带来的伤

病，很可能让他付出难以

承受的代价，毕竟对于高

尔夫球员而言，腿部的严

重伤病影响的不仅是移

动，更有挥杆击球时的发

力和协调性。看起来，“老

虎”心心念念的第 16 座大

满贯冠军，很可能就此沦

为镜花水月。一代高球传

奇的又一次“跌倒”，着实

让人唏嘘。 （陆玮鑫）

《新快报》消息 近

日，据阿根廷媒体报道，阿

根廷球星梅西把自己的私

人飞机租给了该国总统阿

尔贝托·费尔南德斯，4 天

租金高达 16 万美元(约合

人民币110万元)。

费尔南德斯此行前往

墨西哥,是为了参加“中美

洲独立200周年”的庆典活

动。出于卫生安全考虑，费

尔南德斯决定搭乘私人飞

机前往墨西哥，而费尔南

德斯选择的私人飞机的所

有人正是阿根廷球星梅

西。

据悉，租借交易由商

人古斯塔沃·卡莫纳经手，

租用4天的费用为16万美

元。事实上，这并不是费尔

南德斯第一次向梅西租借

飞机，此前去智利进行国

事访问的时候，乘坐的就

是梅西的这架“湾流V”商

务飞机。

这架“湾流 V”生产于

2004 年，飞机上有 16 个座

位，也可以调整为8张床，

另外还有两间浴室和两个

厨房，家庭设施一应俱全。

2018 年，梅西花费 1500 万

美元买下了这架飞机，并相

对应地进行了一些装饰。

由于梅西大多数时间

都生活在西班牙，并不需

要经常进行长途飞行，所

以这架飞机大多时间都停

泊在梅西家乡罗萨里奥的

伊斯拉斯·马尔维纳斯国

际机场。为了降低飞机的

养护费用，梅西同意把私

人飞机租出去。梅西的队

友迪马利亚、阿圭罗、苏亚

雷斯都借用或租用过这架

飞机。去年秋天,哥伦比亚

球星胡安·金特罗（现效力

于深圳佳兆业）就曾租用

这架飞机来华。（王 敌）

新华社消息 2 月 24

日凌晨，欧冠 16 强战首回

合再赛两场，卫冕冠军拜

仁慕尼黑客场 4：1 大胜拉

齐奥，一只脚已经迈进8强

大门；切尔西凭借吉鲁的

精彩倒钩破门客场 1：0 力

克马德里竞技，手握一粒

宝贵的客场进球。

拜仁与拉齐奥的比

赛，最瞩目的当属新科世

界足球先生、波兰射手莱

万多夫斯基。正是他在第8

分钟的进球为德甲“巨人”

打开了胜利之门。值得一提

的是，这是莱万在欧冠比赛

中的第 72 粒进球，他从而

超越西班牙名宿劳尔，独享

欧冠历史射手榜第三位。本

赛季莱万延续着高效表现，

各项赛事出场31次已经打

进32粒进球。

另一位取得职业生涯

突破的球员是英格兰小将

穆夏拉。他在第 24 分钟接

格雷茨卡助攻将比分改写

为2：0，从而以17岁362天

的年纪成为拜仁队史上最

年轻的欧冠进球者。

拜仁的另外两粒进球

分别来自萨内在上半时的

补射以及对方后卫阿切尔

比在下半场开始不久的乌

龙球。“蓝鹰”方面则由科雷

亚打进了挽回颜面的一球。

另一场比赛由目前的

西甲领头羊马德里竞技主

场对阵英超切尔西。占据主

场优势的马竞全场处于劣

势，控球率不足四成虽然符

合马竞的一贯打法，但全场

比赛竟无一脚射门命中门

框范围内也着实尴尬。

本场比赛唯一一粒进

球出现在第 68 分钟，马科

斯·阿隆索左路传中，埃尔

莫索解围失误，吉鲁高高

跃起倒钩破门，为切尔西

带来比赛胜利。（肖亚卓）

伍兹的职伍兹的职

业生涯是否将业生涯是否将

就此终结就此终结？？

4天110万 阿根廷总统租用梅西豪华飞机

拜仁秀卫冕冠军实力 吉鲁倒钩助切尔西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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