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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二番战”换剧本不换结局
女排世锦赛六强赛首战中国队 3 比 2 险胜美国

不服不行， 这世上的有些事， 就如

同按着剧本走那么巧合。

三天前的 11 日， 中美之战在大阪

市立中央体育馆举行， 中国女排 3 比 0

完胜对手， 打出本届世锦赛上最漂亮一

役； 几乎同一时刻， 日本队在名古屋市

综合体育馆以 3 比 1 击败此前一局未失

的塞尔维亚队， 爆出大赛最大冷门的同

时， 为出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天后的

14 日， 六强赛暨第三阶段小组赛在名

古屋揭开帷幕， 首轮便接连上演中美、

日塞之战， 这一次 “二番战” 的剧本又

会如何演绎？

“强队之间比赛互有胜负很正常，

每场比赛的情况都不一样， 不能用上一

场的结果去套。 其实上一场赛后我们就

知道， 美国队会在下一场打得更好， 而

我们也需要打得更好。” 正如郎平赛后

所言， 美国队打出了与一番战时截然不

同的状态。 尽管中国女排依然取得了胜

利 ， 不过单看五局比分———25 比 22、

19 比 25、 20 比 25、 25 比 23、 15 比 9，

就能体会到中美二番战的胶着 。 事实

上， 场面更令人窒息。

与中国女排隔网相对的， 完全不是

三天前那支溃不成军的美国队： 一番战

里没有登场的副攻瑞切尔·亚当斯这次

几乎打满全场， 她与另一位副攻阿金拉

德沃在二、 三号位的快攻充分体现了美

国女排的特色， 这两位非裔球员总计出

手扣球 44 次， 拿下 28 分， 成功率高达

惊人的 64%。 身体素质出众 、 竞技状

态火热的二人， 一度令中国女排无计可

施。 中国队从始至终没有领先过的第二

局就是最好的例证。 亚当斯和阿金拉德

沃该局联手 9 次扣球成功， 其中包括最

后四次得分。

而中国女排这一边， 再一次暴露了

此前郎平所担心的 “强攻点不多” 的问

题。 首局比赛，朱婷从后排到四号位、从

扣杀到拦网，揽下 10 分，中国队平稳胜

出。 但此后两局对手加强了对朱婷的拦

网，而张常宁、龚翔宇等攻击点又迟迟无

法进入状态， 中国女排在攻击端的威力

大减。此消彼长，美国两位非裔副攻迅速

接管比赛，将大比分改写为 2 比 1。

第四局成了关键的 “天王山之战”，

郎平主动求变， 将李盈莹、 曾春蕾直接

编入首发， 并在局中先后换上胡铭媛、

姚迪。 郎平与基拉里两位名帅的战术大

斗法也颇为好看， 从中国队 12 比 9 领

先时到 15 比 12 的六个回合里， 二人居

然叫了三次暂停。 而在第二次技术暂停

后， 轮转到前排的李盈莹成了 “关键小

姐”， 她的三次强攻确保了中国女排的

一攻成功率， 而本局的最后两分同样来

自李盈莹的四号位扣杀 ， 让刚刚追成

23 平的美国队功亏一篑 。 决胜局的节

奏完全被中国女排所掌握， 重新首发的

龚翔宇在攻防两端均有贡献， 朱婷的强

攻有所复苏， 李盈莹更是有两次发球得

分 。 美国队则心态已乱 ， 局分 6 比 8

时 ， 中国队一传失误 ， 网前已无人起

跳， 面对大好机会的亚当斯打探头时却

犯下过网击球的低级失误 。 这一进一

出， 大势已去。

中国女排两战美国队的剧本， 结局

相同， 过程迥然。 诚如郎平所言， “每

场比赛都会有不同的事情发生。” 自己

将美国队送入六强 ， 也能将它再送出

去， 这就是这支中国女排的实力。 至于

同样打了二番战的日本队就没有再品胜

利的运气。 面对博斯科维奇出场、 米哈

伊洛维奇 “复活” 的塞尔维亚队， 东道

主被打得毫无抵抗之力， 以 0 比 3 尴尬

落败。 三天前怎么打出的 3 比 1， 恐怕

将是本届世锦赛的一个谜。

（本报名古屋 10 月 14 日专电）

篮球少年展现青春活力
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火热进行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以 “活力市

运 闪亮青春” 为主题的上海市第十六

届运动会在申城各区火热进行 。 昨天 ，

市运会 （青少年组 ） 男子篮球 A 组决

赛在南洋模范中学篮球馆展开较量 ，

徐汇队以 131 比 74 战胜杨浦队 ， 获

得冠军。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为冠军队伍

颁奖。

篮球是备受申城青少年喜爱的运动

之一， 全市 16 个区均开展青少年篮球

项目业余训练 。 2018 年 ， 全市拥有青

少年篮球注册运动员 2696 人， 注册规

模位列所有项目第二位， 仅次于足球。

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于 9 月 28

日开幕， 设青少年组和高校组， 项目设

置分竞赛项目、 展示项目和活动项目三

类。 青少年组竞赛项目共设 31 个大项

（39 个分项）， 879 个比赛小项， 预计产

生金牌 1000 余枚； 展示项目共设置攀

岩等 10 项。 截至 10 月 7 日， 跳水、 花

样游泳、 射箭、 羽毛球、 皮划艇、 自行

车、 击剑、 高尔夫球、 赛艇、 帆船、 帆

板、 射击、 网球、 沙滩排球、 国际式摔

跤、 武术散打、 冰壶等 17 个竞赛项目

以及滑板、 快乐体操等 2 个展示项目的

比赛已顺利举办。

珐伊28R帆船世锦赛扬帆起航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作为世界帆

船联合会直接管理的顶级帆船赛事 ，

2018 国际珐伊 28R 帆船世界锦标赛上

周扬帆起航。 不同于其他帆船赛事大多

在海上举行， 本次赛事另辟蹊径， 选址

于云南玉溪抚仙湖矣渡湾帆船训练基

地， 这是国际性帆船赛事首次在高原内

陆湖举行。 赛事为期五天， 吸引了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26 支队伍参赛。

国际珐伊 28R 帆船世界锦标赛是

一项年轻赛事， 创立于去年， 使用的船

型为珐伊 28R （FAREAST 28R）。 与一

年前在瑞典马尔默举办的首届赛事不

同， 本次赛事所有船艇皆由中国设计提

供，打破了欧美在这一领域的长期垄断。

赛事举办地抚仙湖是中国最大的深水型

淡水湖泊，为配合赛事，当地筹建了一整

套完备的帆船码头基地配套设施。

除常规的帆船赛外， 本次赛事还设

置了国际女子帆船对抗赛以及青少年

OP 级表演活动。 参赛选手中不乏国内

外顶级选手， 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卫冕

冠军瑞典马尔默帆船俱乐部。 该俱乐部

成员皆为自幼习船的资深水手， 对船型

涉猎广泛， 经常参加欧洲及世界各地的

赛事。

体彩大乐透开出三注千万大奖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第 18120 期上

周六开奖， 全国共开出三注头奖， 其中

一注为 1600 万元 （含 600 万元追加奖

金） 追加投注头奖， 两注为 1000 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 。 当期全国共销售 2.34

亿元 ， 单期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

8453 万元。

体彩大乐透第 18120 期前区开出号

码 “21、 22、 25、 27、 30”， 后区开出

号码 “08、 09”。 前区号码集中于大号

区间。 前区最小号码开出 “21”， 该号

为隔期开出号码， 且于最近五期之内开

出三次， 为大热号码； 最大号码开出 3

号段上的 “30”。 后区开出 “08、 09”

一对连号组合， 其中 “09” 为隔期开出

号码。 最近五期， 后区奖号的大小号码

数量比为 6 比 4， 大号略占优。

开出的三注头奖中 ， 惟一的 1600

万元追加投注头奖出自广东， 中奖彩票

为一张 5 注 15 元投入的单式追加票 。

江苏中出的 1000 万元头奖中奖彩票为

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单式票。 安徽中

出的 1000 万元头奖中奖彩票为一张

“9+2” 复式票 ， 投入 252 元 ， 单票擒

奖 1019 万元。 对比可见， 由于采用了

追加投注， 广东中奖者多获得 600 万元

追加奖金， 从而使得单注头奖奖金达到

了封顶的 1600 万元。

奖池方面 ， 第 18120 期开奖结束

后 ， 65.02 亿元滚存至今天开奖的第

18121 期， 这一水位较上期微涨， 继续

处在历史高位。 （文彬）

斯巴达勇士赛亮相申城

本报讯 将传统路跑赛与障碍赛结

合， 斯巴达勇士赛凭借着独特的趣味性

与挑战性刮起了一股全新风潮 。 上周

末 ， 2018 斯巴达勇士赛登陆上海森兰

绿地， 吸引了逾 6500 位选手参与其中。

根据赛道长度与障碍物数量的不

同， 本届赛事分为竞速赛和超级赛两大

成人组别 ， 此外还设置了多个距离不

等、 障碍数量在 8 至 20 个之间的儿童

赛。除丰富的参赛组别外，赛事主会场也

较往届进行优化升级， 设置了丰富的互

动活动以及便捷的赛事服务通道。 未来

两个月， 斯巴达勇士赛还将有四站比赛

陆续展开，其中深圳设有两站，另两站则

将分别于杭州与厦门举行。 （谢笑添）

极限运动挑战赛举行

本报讯 作为全国最专业的综合性

极限赛事， 第七届上海极限运动挑战赛

昨天在上海 SMP 滑板公园举行。

正赛分为滑板街式赛和 BMX 街式

赛， 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16 个省市共 53

位顶尖选手同场竞技， 逾千名观众现场

观赛。 为培养青少年极限运动爱好者，

赛事还设有暖场赛环节， 300 名小选手

参与青少年滑板碗池赛和儿童平衡车赛

的较量。

本次赛事由上海市极限运动协会主

办， 旨在为专业极限运动员搭建良好平

台， 同时为更多人打开亲身参与、 了解

极限运动的大门， 推动极限运动的普及

和发展。 （鲍兴）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申花“双子星”盼登世界舞台
亚青赛开赛在即，U19 国青能否实现突破？

刘若钒和朱辰杰， 在如今的中国足

坛算得上是两个 “异类 ”，当其余的 99、

00 后球员纷纷为了中超上场时间苦苦

挣扎时， 他们却已在申花站稳脚跟， 还

先后收获了进球， 这也让外界对 “鹤立

鸡群” 的两人产生了更多期待。

本周六， U19 国青队就将在印度尼

西亚开启亚青赛征程。 中国足球向世青

赛发起的又一次冲击将会收获怎样的结

果， 答案即将由朱辰杰、 刘若钒们去书

写。 “对于世青赛我的记忆几乎为零，

但我很想赢。” 朱辰杰的话坦诚又直接，

毕竟自 2005 年之后中国足球便与世青

赛无缘， 但这并不影响这位少言寡语的

U19 国青队长对胜利的渴望。 怀有同样

信念的还有刘若钒 ， “我只记得 2005

年世青赛上， 冯潇霆有一次把对方球员

几乎过完了。 希望我们也能去世青赛的

舞台上好好展示一下自己。 当然， 在此

之前得先打败亚洲的对手们。”

朱辰杰很 “闷”， 他总以最简单的

方式回答每个问题， 有时抓耳挠腮半天

也想不出合适的表达方式。 而刘若钒却

很 “活”， 面对媒体游刃有余， 接受采

访之余还不忘调侃一下自己的队友 ，

“你别看他腼腆， 他就是 ‘闷骚’。”

只不过， 性格截然不同的申花 “双

子星”， 对于 U19 国青在亚洲的定位却

很一致 。 “我们就是亚洲中游水平 。”

刘若钒说， “虽说我们在 ‘熊猫杯’ 成

绩不错， 赢了世界强队， 但亚青赛上先

别急着捧， 看我们一场一场脚踏实地去

踢最重要。” 朱辰杰则认为， “和亚洲

同年龄段球员相比， 我们在整体上还有

一些差距。 所以这次亚青赛并不像外界

所想的那么轻松 ， 先完成小组出线目

标， 再看看有没有能力去完成前辈们在

十多年内没能做到的事。”

谈起亚青赛上的对手吉尔吉斯斯

坦、 沙特阿拉伯和马来西亚， 刘若钒坦

言都不好对付， 尤其是沙特队， “之前

说起西亚球队总不当回事， 但通过最近

几次交手， 我们对西亚球队的认识有了

很大改变。” 刘若钒所说的交手发生在

今年 9 月， U19 国青在 “曼谷杯” 上接

连不敌阿联酋和约旦， 那两场失利让他

们认识到了西亚球队的变化。

作为阵中主将， 已经有了稳定中超

出场时间的刘若钒和朱辰杰， 一定会在

攻防两端给 U19 国青带来莫大帮助 ，

但两人因参加中超而错过了好几次国青

集训， 是否会导致他们与球队的磨合出

现问题？ 对此， 刘若钒并不担心， “这

批队员在一起踢了好多年， 相互之间都

非常熟悉， 默契应该不是问题， 如何尽

快领会教练的意图， 将自己在中超赛场

累积的经验应用到亚青赛中才更重要。

比如说朱辰杰， 他在中超已把各队外援

前锋全部 ‘防死’ 了， 要是他也能在亚

青赛上发挥出这种水平， 我们还怕谁？”

听到队友的又一次调侃， 朱辰杰依然一

脸腼腆微笑， “到时一定尽力， 争取让

球迷看到我们的进步。 俱乐部和教练组

顶着这么大压力让我们踢中超， 不能白

费了大家的苦心。”

中国足球上一次出现在世青赛中，

朱辰杰和刘若钒分别只有五岁和六岁，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了解世青赛对于

中国足球的意义。 刘若钒说， 比赛肯定

很艰难， 但大家都非常想冲进世青赛去

看一看， “不光去看一看世界上的顶尖

强队到底是什么样的， 也要让世界看到

我们中国足球的进步。”

从整体而言， 朱辰杰和刘若钒正作

为国青一员向世青赛发起冲击， 在个体

方面， 他们也早已有了世界级的奋斗目

标。 朱辰杰说自己的偶像是德国中卫胡

梅尔斯， 刘若钒选择的奋斗目标是另一

位德国球员罗伊斯。 此番出征亚青赛，

无论球队能否实现最终目标， 可以肯定

的是， 刘若钒和朱辰杰都将通过这次大

赛获益匪浅。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德约科维奇四度捧杯
2 比 0 战胜丘里奇问鼎上海大师赛

6 比 3、 6 比 4， 没有任何意外 ，

德约科维奇击败克罗地亚小将丘里

奇， 第四次捧起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的

冠军奖杯。

放弃中网 ， 提前来到上海备战 ，

塞尔维亚人在本届赛事的晋级之路

颇为顺利， 全部比赛均为直落两盘获

胜。 而前一日将 “瑞士天王” 费德勒

送出局的丘里奇 ， 却没能将冷门进

行到底 。 德约科维奇以稳定的发挥

牢牢占据主动权， 也迫使一向冷静的

丘里奇陷入急躁情绪， 后者不仅未能

实现一次破发， 还在重压之下送出 38

个非受迫性失误， 足足是塞尔维亚人

的两倍。

赢下这场胜利后， 德约科维奇在

摄像机镜头上写下了一个汉字 “笑”，

还用中文致谢球迷： “你好吗， 谢谢

你们支持 ， 我爱中国 。” 事实上 ， 上

海对于小德而言有着别样的意义。 早

在 2008 年 ， 他就曾在上海击败达维

登科夺冠。 只不过， 彼时那场赛事还

被称作 “上海大师杯 ”， 也未能跻身

ATP1000 赛事的行列。 随后， 小德逐

步走向职业生涯的全盛时期 。 而如

今， 他也成为在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上

获得冠军数最多的选手。

纵然巅峰时势不可挡， 塞尔维亚

人也曾经历一段时间的低谷。 无论是

反复折磨他的手肘伤势， 还是与教练

团队的分道扬镳， 抑或是场外不太如

意的个人生活， 都让德约科维奇在过

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备受争议。 直至本

赛季后期， 状态回升的他接连在温网

与美网夺魁， 强势上演王者归来。

回顾这段 “重生 ”的日子 ，以全新

面貌回归赛场的德约科维奇坦言自己

十分难忘 ，“我想我找到了成功的秘

诀 ， 现在只希望能尽可能久地抓住

它。 ”早在赛事开始前，德约科维奇就

把获得年终第一作为赛季目标， 而本

周，他的世界排名将来到第二位，进一

步缩小了与头名纳达尔的积分差距。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十年深耕，培育中国网球沃土
上海大师赛已成ATP世界巡回赛重要版图

步入第十个年头的上海劳力士大

师赛， 已成为 ATP 世界巡回赛的重要

版图。 从元年封王的达维登科， 到一

年前的 “费纳决”， 十年间， 上海大师

赛已然见证许多经典时刻。 作为亚洲

唯一的 ATP1000 赛事， 上海大师赛的

历史并不算悠久， 综观同一级别其他

赛事， 除 2002 年设立的马德里站， 其

余历史均在 30 年以上， 但这却无碍网

球在上海乃至中国的茁壮成长。

顶级的场馆设施与服务配套， 是

上海大师赛向世界展示的强硬骨骼。但

更重要的是，这项年轻赛事一直在助推

着中国网球追赶世界的步伐———毕竟，

网球运动从起源到发展均源自欧美，而

上海大师赛从诞生那一刻起，就肩负着

培育中国网球市场的使命。

“稳固球迷基础始终是我们赛事

重要的组成部分。” 据上海久事国际

赛事管理有限公司国际区域执行总监、

赛事总监吕华勇介绍， 每一年赛事都

在尝试着进一步了解球迷、 抓住他们

的喜好， 而每年决赛场近乎满座的景

象就是对此最好的回报。

培育市场是不变的初心

包括中央球场， 旗忠网球中心共

有 25 片网球场地， 在最初建造时就提

出了 “最高等级网球赛事场地” 的标

准。 一流的硬件为上海大师赛的成长

奠定基石， 也陪伴着这场赛事走过风

风雨雨。

“每项赛事在成长过程中都会遇

见起伏。” 吕华勇坦言，风光景象背后，

亦曾经历波折。 最让吕华勇难忘的，或

许还是五年前那场不期而至的台风。恶

劣的天气险些让赛事停滞，前期多位大

牌球员的退赛则让外界对票房的预期

蒙上一层阴影。 彼时，上海大师赛以首

日免费入场的方式留住了不少球迷的

心。正如吕华勇所言，“中国大多数人并

非从小就能了解网球、参与网球运动。”

而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网球的魅力，正

是上海大师赛的初心。

这份初心的保持， 也离不开赛事

极高的影响力。 据吕华勇透露， 在如

今上海大师赛的全部收入中， 票房仅

占 10%， 70%的资金来自于商业赞助，

这意味着票价的设置更容易被大众接

受。 当然， 亲民的票价不过是将更多

人带进赛场的方式之一， 在赛事举办

的第二年， 旗忠网球中心就通过设立

展示馆与餐饮馆的方式 ， 打造网球

“嘉年华” 的概念。

没有大师赛的日子， 旗忠网球中

心也并未闲置， 室外球场全年免费对

外开放。 此外， 旗忠网球中心每年都

会承接众多业余群众性赛事。 就在今

年大师赛开幕之际，中央球场还曾作为

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网球 （高校组）

男女单打的决赛场地。上海大师赛裁判

组长助理陆英浩认为，这有助于网球文

化的推广，“能够让学生知道打网球可

以成为职业， 也可以成为业余运动员，

还能登上顶尖赛事场地。 ”

巨星情怀，美好亦是烦恼

十载光阴飞逝， 上海大师赛与费

德勒的名字早已紧紧捆绑在一起。 对

于 “瑞士天王” 而言， 这里是当之无

愧的 “主场”， 即便只是参加大师赛的

十周年庆典、 用生涩的中文唱一曲生

日歌 ， 亦能换来中央球场宾朋满座 。

这份情怀 ， 让上海成为了 “费天王 ”

最喜爱的城市之一， 只要身体情况允

许， 向来对赛事安排慎之又慎的瑞士

人几乎从不缺席。

球迷与球员间彼此炙热的情感 ，

亦发生在德约科维奇以及今年缺席赛

事的纳达尔、 穆雷身上。 每场胜利之

后， 将不同的中文留在转播摄影机的

镜头上， 甚至早成了小德在上海的保

留节目。 这份情怀无比美好， 但随着

年事渐长， “四巨头” 终将有先后淡

出的那一天， 届时上海大师赛将与整

个男子网坛一同面对同样的烦恼。

吕华勇认为，这是任何一项网球赛

事都会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去接受

新老交替带来的各类情况。”所幸，尽管

实力与网坛地位尚无法与 “四巨头”比

肩，但丘里奇、小兹维列夫、西西帕斯等

年轻小将们，已在本届赛事中展现出了

自己的“吸睛”实力。

意识到潜在危机的 ATP 也在竭力

改变局势， 自 2017 年起新设的新生力

量总决赛为年轻选手提供了展示的舞

台。 对于小兹维列夫们而言， 相差的

也许就 “只有” 一座大满贯而已。 更

何况， 即便 “四巨头” 未来先后退役，

他们的粉丝也未必就会离去。 正如资

深媒体人张奔斗所言： “总会有人在

这一过程中留下， 继续喜欢网球。”

对于上海大师赛而言， 要在未来

延续繁荣还有另外一条路。 正如同李

娜点燃了中国球迷对网球的关注热情，

这场在中国本土举行的顶级网球赛事

与中国球迷一样， 迫切渴望着一位本

土男选手的横空出世。 但凡亲眼目睹

过本土球员在上海所享受的热捧， 就

不难感受到这种迫切———中国男单一

哥张择的首轮比赛被安排在了作为 3

号场地的银联馆， 看台却被纷至沓来

的中国球迷挤满， 一边倒的助威声甚

至让人一度产生张择最终获胜的错觉；

在 19 岁小将吴易昺杀入次轮后， 关于

其未来的讨论就再未停歇。 “希望中

国能够出现强势的男球员”， 在张奔斗

看来， 这位球员未必需要如锦织圭般

强大， 即便只是到郑泫、 丹尼尔太郎

的水准， 对推动网球市场也会带来显

著效果。 随着中国网球市场的不断壮

大， 这一天不会太远。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德约科维奇第四次捧起上海大师赛冠军奖杯。 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