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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悬念。在昨天结束的东京羽

毛球世锦赛男单决赛中，排名世界第一

的安赛龙以21比5、21比16击败泰国新

星昆拉武特，第二次捧起冠军奖杯。在

中国羽毛球队参加的四项角逐中，男单

是唯一一个无人闯入决赛的单项。跻

身半决赛的赵俊鹏取得一块铜牌，中国

男单选手时隔四年再度站上了世锦赛

领奖台。对于低谷期的国羽男单，能获

得这枚奖牌实属幸运。面子上，有了这

枚幸运的铜牌，男单成绩比前两届世锦

赛已有所进步，但里子里，中国男单的

现实困境却没有丝毫改变。

在林丹、谌龙之后，国羽没有能扛

大旗的男单领军人，这已是众所周知

的问题。出战世锦赛的三名男单选手

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赵俊鹏也仅列第

23位。一向低调内敛的赵俊鹏赛前被

外界普遍看衰，但谁也没有料到，这

次世锦赛是他只身一人连过三关，闯入

四强。

关关难过关关过，步步难行步步

行。在首轮对手临阵退赛后，晋级次轮

的赵俊鹏首个对手就是上届世锦赛亚

军斯里坎特，他以21比9、21比17直落

两局闯关成功；十六强战面对夺冠热门

5号种子李梓嘉，他在决胜局落后时追

平比分，最终以21比19险胜；八强战对

阵世界排名第18位的普兰诺伊，又是一

次绝地反击，在19比21先输一局的情

况下，以21比6、21比19实现逆转。

但赵俊鹏的幸运在半决赛戛然而

止。在27日与昆拉武特的对决中，面对

胶着的比分，赵俊鹏曾在首局努力挽回

过两个局点。20比20平后，昆拉武特

先以一个搓放小球得分，赵俊鹏在最后

时刻没能扛住多拍对峙，以20比22痛

失首局。第一局惜败竟让赵俊鹏全线

崩盘，他再也没有找回每分必争、后来

居上的信念，第二局甚至一度出现0比

10的尴尬局面，悬殊的分差已经无法追

回，中国小伙最终以6比21负于对手。

其实，赵俊鹏和昆拉武特都属于拉

吊突击型的选手。这种打法偏向防守，

要想得分，要么就在严防死守下等待对

方失误，要么就瞅准时机突击得分。长

多拍的较量成为对双方心态的考验，如

何在多拍控制中更为稳定？如何处理好

关键球的得分？是技术核心点。

在对战金廷一战中，石宇奇也出现

了多次关键分处理不当的失误。这场

八分之一决赛的决胜局如过山车般惊

险，石宇奇在落后的情况下连续追分追

到13比13平，但在18比15领先时，又

被金廷连拿6分，从而输掉整场比赛。

这是一场防反型选手和进攻型选手之

间的经典较量，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三

年前，靠暴力输出的金廷曾六度成为石

宇奇的手下败将，如今他终于击败久疏

战阵的“克星”笑到最后。

如今，包括陆光祖在内，三名出战

世锦赛的国羽男单选手都是拉吊型打

法，队内技术风格不够多元化，对整支

队伍的发展弊大于利。正如名将蔡赟

在赛后点评时所言：中国男子单打需要

有更多样化的打法，才能让这支队伍更

加强大。

与此同时，东道主日本队也在世锦

赛上暴露了打法单一的问题。名将桃

田贤斗在男单次轮就被爆冷淘汰，而战

胜他的竟然是此前七次交手都甘拜下

风的普兰诺伊。桃田贤斗在比赛中依

然非常依赖自己的看家本领——拉吊

控球，攻击力不强，体能不济又造成失

误增多，再加上普兰诺伊避免相持积极

抢攻，两届世锦赛冠军最终以17比21、

16比21两局完败，无缘十六强。有人

说，这可能是巨星陨落，也可能是一种

打法的过时。

日本队00后小将奈良冈工大和昆

拉武特的三十二强战，更是将“打太

极”球风演绎到了极致。两位拉吊型

球手把一场两局的比赛打到了接近三

局的时长（1小时10分），这场鏖战被

球迷戏称为“最像女单的男单比赛”

“一场拉吊教学局”。最终，顶级拉吊

球手昆拉武特更胜一筹，以21比18、

21比11赢下比赛。曾几何时，日本男

单凭借拉吊战术强势崛起，而这次本

土作战，东道主四人出战男单，仅一

人闯入十六强。

即便是昆拉武特，在攻击力爆表

的安赛龙面前也无太强的抵抗力。安

赛龙早年一直被拉吊型对手所压制，

对桃田贤斗仅有3胜14负的战绩。但

随着比赛经验和信心的积累，安赛龙

加强了自己的防守能力，进化为攻防

兼备的六边形战士，这让诸多来自亚

洲的拉吊型选手非常不适应，短期内

很可能无人可以与28岁的丹麦人抗

衡。安赛龙的成功或许会让占据主流

多年的拉吊型打法逐渐失去吸引力，

对于中国队而言，这也是一个必须注

意到的变化。

一枚幸运的铜牌难掩国羽男单困境
■本报记者 吴姝

2金1银2铜，国羽在东京世锦赛上

取得的成绩大体在意料之中。在昨晚

结束的五个单项决赛中，混双搭档郑思

维/黄雅琼和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都

荣获了自己的第三个世锦赛冠军，首进

世锦赛决赛的陈雨菲屈居女单亚军。

两块铜牌则来自混双的王懿律/黄东萍

和男单的赵俊鹏。

最稳的夺金单项非混双莫属。世界

第二的“雅思”组合和世界第四的“黄鸭”

组合是中国混双夺金的“双保险”，两者

在半决赛提前相遇。内战胜出的郑思

维/黄雅琼在决赛对阵东道主组合渡边

勇大/东野有纱，“雅思”组合以21比13、

21比16毫无悬念地取得完胜。去年跌

落谷底，遭遇世锦赛“一轮游”，“雅思”组

合今年状态大勇，以一波35连胜取得各

项赛事七连冠，继2018年和2019年后，

第三次捧起世锦赛混双冠军奖杯。

稳坐世界第一的女双组合陈清晨/

贾一凡也继2017年和2021年后，第三

次登顶世锦赛。决赛面对韩国老对手

金邵希/申昇瓒，“凡尘”组合没有掉以

轻心。首局有些艰难地以22比20拿下

后，她俩放平了心态，在次局以21比14

完胜对手。“凡尘”组合赛后坦言，自去

年东京奥运会取得亚军后，贾一凡因伤

没有参加高强度的对抗训练，能拿到上

届世锦赛冠军实属意外，今年她俩的心

态发生了改变。“荣誉感变得更强了。”

贾一凡说，“这一次的压力比以往更

大。”好在两位25岁的姑娘化压力为动

力，如愿实现了卫冕。

而在女单和男单方面，争金的难度

就大得多。中国“一姐”陈雨菲虽具备

顶尖能力，但在决赛中以12比21、21比

10、14比21不敌东道主名将山口茜。

山口茜目前世界排名第一，是上届世锦

赛女单冠军，家门口作战的她也拥有主

场优势。24岁的陈雨菲前两次世锦赛

均止步四强，这一次不仅创造了个人的

世锦赛最佳成绩，半决赛逆转淘汰老对

手戴资颖一役更是打得非常出色，就如

同东京奥运会决赛的重演。陈雨菲已

在大赛中接连展现出成熟的心态和技

战术，证明自己拥有世界顶尖的实力。

其余几位中国女选手中，韩悦闯入八

强，何冰娇和王祉怡均止步十六强。

国羽男单率先在27日结束了本届

世锦赛之旅。在陆光祖止步次轮、石宇

奇无缘八强后，世界排名第23位的赵俊

鹏只身闯入四强。但在27日举行的半

决赛中，赵俊鹏连失两局，不敌21岁的

泰国天才少年昆拉武特。这枚铜牌也

成为国羽男队此次大赛的遮羞布，男双

无人有资格参赛，男单也缺乏顶尖选

手，国羽男队要想在巴黎奥运会打翻身

仗的难度可不小。

2金1银2铜，国羽世锦赛战绩在意料之中
■本报记者 吴姝

空荡荡的球场里没有观众，只有寥

寥可数的媒体人士与工作人员，球员们

在绿茵场上的呼喊声清晰可闻。球场

外的入口处配备了大量警力，体育场已

经关闭了六个多月，旋转门边和通道上

长满了杂草。

尖锐的防空警报声响起，所有人员

迅速撤离，进入场边的防空设施躲避。

利沃夫运动队与哈尔科夫冶金工人队

之战，先后被警报打断了四次，这场比

赛断断续续踢了四个半小时。

这一天是8月24日，恰逢乌克兰独

立日，也是中断已久的乌克兰足球超级

联赛新赛季首轮的比赛日。自俄乌冲

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领土上再也没有举

行过正式的足球比赛。上赛季乌超联

赛在2021年12月进入冬歇期，还没等

到开启便已燃起战火，只进行了一半的

2021-22赛季就此戛然而止。没有足球

联赛的日子，其实已长达八个月。

体育比赛恢复，并不意味着冲突已

经落幕。乌克兰仍处于紧急状态之中，

东部和北部的战火没有停歇的迹象，首

都基辅禁止民众在8月24日前举行大

规模集会，即使远在西部的利沃夫也时

常响起防空警报。

乌克兰足协曾在今年6月放风，

2022-23赛季联赛将于8月启动。这引

发了不小的争议。部分俱乐部认为，局

势并不足以保证比赛的安全。“安保措

施是我们的主要优先事项，所有球队都

必须严格根据安全协议参加比赛。”乌

克兰足协制定了多项安全措施，其中包

括空场办赛、场内安装防空警报、场边

设有防空设施、所有球队的主场只能设

置在基辅和利沃夫等安全城市。

利沃夫运动队与哈尔科夫冶金工

人队之战已经用上了防空警报和防空

洞。而8月23日在基辅举行的赛季揭

幕战——顿涅茨克矿工队出战哈尔科

夫冶金工人1925队（与前述哈尔科夫冶

金工人队并非同一支队）——也险些被

打断。在顿涅茨克矿工队从宾馆出发

前往赛场时响起了防空警报，这也让

矿工队上下十分紧张，“我们在球场

时，只能祈祷90分钟内不要听到警

笛，否则就必须进入地下室等待。”矿

工总监达里奥 · 斯尔纳如此回忆。美

联社在报道中写道：“重启联赛的决定

被视为乌克兰人准备恢复某种意义上

的正常生活的一个信号。尽管比赛感

觉远非正常。”

但没有比足球更合适的隐喻了。

顿涅茨克矿工队成为整个联赛的

揭幕战代表，不仅仅因为该队是联赛卫

冕冠军（联赛中止，冠军授予当时排名

最高的球队）。看名字就知道它的血

脉，它来自乌克兰东部。早在2014年克

里米亚事件爆发后，顿涅茨克地区就与

乌克兰政府渐行渐远，这里是俄乌冲突

的最前线，也是起因。豪门球队矿工队

最后一次在家门口比赛还要追溯到当

年5月2日，在漂亮的现代化球场顿巴

斯竞技场——这座为了2012年欧洲杯

全新建立的足球场是整个乌克兰东部

地区的标志性现代建筑之一——矿工

以3比1击败马里乌波尔，第九次夺得

乌克兰顶级联赛冠军。就在这场比赛

的两天后，“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旗

帜在顿涅茨克市区飘扬而起……

矿工不得不撤出顿涅茨克，辗转利

沃夫后，寄居基辅多年，与宿敌基辅迪

纳摩共用同一个球场。现实总是写满

吊诡。早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乃至苏

联最好的球员都会被安排加盟基辅迪

纳摩，而顿涅茨克矿工成了这种制度的

受害者；乌克兰独立后，基辅迪纳摩在

头十年雄霸联赛，而由寡头巨富阿赫梅

托夫投资的顿涅茨克矿工从本世纪开

始成为国内最好的球队，它既代表了对

旧有足球势力的颠覆，也是乌东亲俄势

力的旗帜。

乌克兰足球的背后，挂着一幅该国

政治经济势力图。克里米亚事件爆发

前后，亲俄寡头遭到抓捕，纷纷逃离，如

哈尔科夫冶金工人队（队名没有1925的

那一支）老板、乌克兰天然气之王库尔

琴科逃亡俄罗斯。失去他注资的冶金

工人队很快破产，直到2017年乌克兰当

地法院判决剥夺库尔琴科对俱乐部的

所有权，并将之授予当地政府，这支球

队才得以重建，从乌克兰业余联赛打

起，直到本赛季重回顶级联赛。而作为

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亲密盟友，阿赫梅

托夫却没有离开，反倒倒向了乌克兰中

央政府。顿涅茨克矿工长期驻扎基辅，

是一个证明，也可能是一个条件。

身处基辅的顿涅茨克矿工，某种程

度上宣告着乌克兰对顿涅茨克的主

权。七年前，乌克兰足协新建了一支名

为辛菲罗波尔金牛的球队，“辛菲罗波

尔”是克里米亚首府，而金牛队是独立

后的首个乌克兰顶级联赛冠军，这个联

赛迄今只有三支冠军球队，另两支是基

辅迪纳摩和顿涅茨克矿工。2014年克

里米亚事件后，原本的那支辛菲罗波尔

金牛队以TSK的新名字（其实正是金牛

足球俱乐部的缩写）转投俄罗斯联赛，

一年后由乌克兰足协重建的辛菲罗波

尔金牛队将主场放在与克里米亚隔海

相望的赫尔松。这是不是熟悉的桥段？

揭幕战所选择的8月23日又是乌

克兰国旗日，由顿涅茨克矿工主演重启

的联赛首战前，穿插了许多关于国旗的

环节。在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内冉冉

升起的乌克兰国旗颇有来历，它曾属于

乌克兰裔加拿大人达尼洛 ·米哈尔。在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苏联队与东德

队的足球比赛中，米哈尔扛着这面国旗

闯入场内，他身着乌克兰民族服装，在

被保安摁倒前跳了一段乌克兰民间舞

蹈。“米哈尔一直梦想着将他的国旗带

回乌克兰，今天终于实现了。”乌克兰总

统泽连斯基在开球前播放的视频里如

此说道。

700公里外的顿涅茨克顿巴斯竞技

场，此时仍在等待主人的回归。这座漂

亮的现代化球场过去数年里至少两次

被炮火直接命中，直到去年年底当地政

府才实施了修缮。没有球队进驻的球

场，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

重启的乌克兰足球联赛，或许是最好的隐喻
■本报记者 沈雷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在昨天举
行的2022年女排亚洲杯半决赛中，二

队出战的中国女排拼满五局击败全主

力应战的泰国队，五局比分为19比

25、25比20、25比14、23比25和15比

10。这场胜利不仅让队员们昂首挺进

亚洲杯决赛，更是为中国女排在世界

联赛中不敌泰国队报了一箭之仇。

参加本届亚洲杯的中国女排由二

队球员和六名青年队球员组成，而此

役她们所面对的泰国女排则以全主力

阵容出战。在今年的女排世界联赛分

站赛中，泰国队击败中国女排时首发

的二传波蓬、接应平皮查亚、自由人皮

亚纳特、主攻查楚昂和副攻哈塔亚，均

出现在此役首发名单中。从这个角度

来看，这场胜利含金量十足。

半决赛前，中国女排打得顺风顺

水。而面对泰国队，中国队从一开场

就陷入被动之中。由于未能对泰国队

主攻手查楚昂形成有效限制，外加自

身失误较多，以19比25先丢一局。第

二局开始后，放下包袱的中国队员们

越战越勇，二传孙海平、主攻吴梦洁、

庄宇珊以及接应周页彤都打出不俗表

现，队员们凭借旺盛的斗志先后以25

比20和25比14连扳两局。

第四局，中国女排虽以23比25

失利，但过程可圈可点。尤其局末

17比23落后时，球员们毫不气馁，

连追5分，也正是这波连续得分让全

队有了在决胜局与对手一拼高下的底

气。决胜局中，中国队延续旺盛的斗

志，开局以4比2获得领先，反观以

夺冠为目标的泰国队，心态失衡导致

失误增多，中国女排最终以15比10

锁定胜局。

亚洲杯决赛将于今晚19时举行，

中国女排的对手将是日本队。

击败全主力出战的泰国队

女排二队晋级亚洲杯决赛

本报讯 （记者谷苗）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公告，

从2022年9月3日至10月30日开展

中国足球彩票派奖活动，派奖资金总

额为2.625亿元。

活动期间，根据赛事赛程安排，每

周对中国足球彩票胜负游戏(简称“14

场胜负游戏”)、胜负游戏附加玩法任

选9场游戏(简称“任选9场游戏”)、6

场半全场胜负游戏（简称“6场半全场

游戏”）和4场进球游戏（简称“4场进

球游戏”）分别指定1至2期奖期开展

派奖，预计持续15期。指定派奖奖期

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安排确定，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若指定派奖期彩票开始销售前，

期号、竞猜场次、停售时间或开奖时间

进行了调整，则派奖活动不变，按照既

定的派奖规则进行派奖。若指定派奖

奖期的彩票销售因故取消，则该期派

奖活动相应取消，派奖活动整体向后

顺延。

派奖资金方面，14场胜负游戏派

奖资金1.2亿元、任选9场游戏派奖资

金1.2亿元、6场半全场游戏派奖资金

1050万元、4场进球游戏派奖资金

1200万元，所需资金分别从各游戏的

调节基金中支出。14场胜负游戏每

期派奖800万元、任选9场游戏每期派

奖800万元、6场半全场游戏每期派奖

70万元、4场进球游戏每期派奖80万

元，各游戏均由当期所有一等奖按中

奖注数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

500万元。

若指定派奖奖期当期一等奖未中

出，或者当期派奖奖金按一等奖中奖

注数均分后有结余，则当期结余派奖

奖金滚入下一指定派奖奖期，与下一

指定派奖奖期安排的派奖奖金合并后

派奖，依此类推。若派奖最后一期计

奖后，一等奖派奖奖金仍有结余，则结

余派奖奖金顺延至下一自然奖期派

奖，直至该游戏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

止，但不再增加新的派奖奖金。

本次派奖规则由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足彩将开启派奖活动

“雅思”组

合郑思维/黄雅

琼第三次捧起

世锦赛混双冠

军奖杯。

视觉中国

顿涅茨克顿巴斯竞技场仍在等待主人回归。 视觉中国

本报讯 （记者吴姝）美国网球公
开赛将于北京时间29日晚挥拍，共有

七位中国选手出战单打正赛。

在资格赛中，中国男子网球选手

创造了历史，张之臻和吴易昺双双进

入正赛。这是继吴迪、张择携手出战

2014年澳网正赛之后，第二次有两位

来自中国大陆的男单球员同时参加大

满贯正赛。凭借资格赛的优异表现，

张之臻和吴易昺也都刷新了个人最高

排名。张之臻即时排名已升至第120

位，吴易昺为第155位。

继去年出战温网后，25岁的张之

臻第二次跻身大满贯男单正赛。正赛

首轮，上海小伙将对阵世界排名第

119位的范莱特霍温。此前，荷兰人

在温网闯入十六强，1/8决赛负于德约

科维奇。22岁的吴易昺则将开启职

业生涯首次大满贯正赛之旅，他在首

轮的对手是31号种子格鲁吉亚人巴

希拉什维利。

女网方面，袁悦从资格赛突围，闯

入正赛，这是她第二次出战大满贯正

赛。今年温网袁悦曾以幸运落败者的

身份亮相正赛赛场。此次美网，她将

与张帅、郑钦文、王曦雨、王欣瑜一同

开启新一届大满贯之旅。

七位中国选手出战单打

美网今日挥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