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经过一系列热身赛后， 希腊籍主帅扬纳

基斯执教的中国男篮明天将迎来首个重要的正

式比赛———2013年男篮亚锦赛， 本次比赛的前

三名将获得明年西班牙篮球世界杯的资格。这

是拿着千万年薪的扬纳基斯上任后的首次大

考， 而中国男篮此次与劲敌伊朗、 韩国同分在

“死亡之组”，形势并不乐观，据悉扬纳基斯战

术中的绝对主力易建联很可能带伤首战。

奇葩分组 力争第一才能避开东道主

“这次亚锦赛，我们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

难。” 在中国男篮启程前往比赛地菲律宾前，易

建联接受采访时如是说。“前所未有的困难”，必

然要提到前所未有的奇葩分组！本次比赛的抽签

规则还算正常， 但东道主菲律宾出了 “奇招”

———不设种子队！这样，中国、韩国和伊朗三支亚

洲强队同分C组，该组还有个“打酱油”的马来西

亚队。按照赛制，小组赛结束后每个小组最后一

名出局， 然后A、B组合并为E组，C 、D 组合并为F

组，决出E、F两组的前四名后进入交叉淘汰赛。

位于A组的东道主菲律宾目前在亚洲实力

不弱，归化球员多西特具备N BA经验，且特意聘

请了前新西兰队主教练鲍德温担当顾问，他们非

常希望能够拿到前三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若

能啃掉约旦队， 菲律宾晋级半决赛希望很大。半

决赛菲律宾的对手很可能是中国或伊朗，中国队

只有力争小组第一才能避开东道主。这次菲律宾

从黎巴嫩手里夺下了亚锦赛的主办权，自然很想

在家门口大展一番拳脚。据《广州日报》报道，国

际篮联终身名誉主席程万琦说：“裁判很让人担

忧。如果遇到菲律宾，裁判都帮他们的话，会很艰

苦。”在之前26届亚锦赛的历史上，中国韩国伊

朗加起来拿了19次冠军。因此，这会是中国男篮

在亚洲赛事上所遇到的最艰难小组赛。

夺冠是硬指标 易建联或带伤首战

从扬纳基斯为亚锦赛组建阵容开始，伤病的

阴影一直没有驱散。扬帅一直强调“要带最健康

的12名队员”，但目前他最看重的主力易建联仍

有伤，这无疑让外界对中国男篮首战有些担忧。

中国男篮抵达菲律宾的首堂训练课， 易建

联只参加了战术训练，并没有恢复对抗，全场对

抗易建联作壁上观。易建联是右腿腹股沟拉伤，

队医给出的是10天到两周的恢复期， 到昨天他

才第七天。 易建联说：“还是有些疼， 没办法发

力。直跳和直线跑没事，但所有的转动和横向还

是不行。”目前队医主要采取针灸的治疗方式。

如果中国男篮首战是马来西亚， 易建联还

能多争取一天休息时间， 但偏偏明天首战中国

男篮的首个对手是强敌韩国队。众所周知，韩国

队外线火力很猛， 精准的三分球一直是他们纵

横亚洲的法宝，相对来说内线是软肋，但这次韩

国队最大的看点是招入了2米06的内线新星李

忠贤， 他率领韩国国青在去年亚青赛决赛碰上

了王哲林领衔的中国国青，李忠贤砍下24分7个

篮板，被亚篮联官网看做是王哲林一生的敌人。

相对来说， 中国男篮必须发挥内线优势遏制韩

国队，因此易建联很可能要带伤出战。

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记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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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帅

帅呆了！

彭帅昨日再次包揽全运会团体、

女单、女双和混双四枚金牌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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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新女友爆出丑闻

马拉多纳无愧为足球场上的

天才， 但是球场之外的他却总也逃

不掉各种各样的丑闻， 近日又有一

桩丑闻被曝光出来， 而女主角就是

他身边22岁的年轻女友罗西奥·奥

利瓦，据《慢镜头》爆料的消息，罗

西奥·奥利瓦实际上是一位高级陪

侍女郎。

邱季

彭帅再揽四金

吴迪卫冕男单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全运会乒乓球分组揭晓

昨日， 本届全运会乒乓球决赛

团体赛抽签结果公布， 四川男队和

女队签运一般，男队遭遇河北、福建

和辽宁，而女队则将与山东、黑龙江

和陕西争夺出线名额。 抽签结果揭

晓后，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四川省

乒羽中心主任代天云， 对于抽签结

果，代天云认为运气一般，而在谈到

本次全运会的目标时，代天云表示：

“希望能夺牌。”

四川男乒此次对手中，河北、福

建和辽宁实力不算弱， 想要出线必

须场场硬拼。 拥有王皓的解放军队

和拥有张继科的山东队同被分到D

组， 这一组被公认为是 “死亡之

组”。女队方面，拥有朱雨玲的四川

队成为种子球队， 她们的对手是山

东、黑龙江和陕西，四川女队的出线

希望相对较大。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第十二届全运会网球赛事昨日在大连结束了所有比赛的争夺， 继上届全运会后，天

津队球员彭帅再次包揽团体、女单、女双和混双四枚金牌。在不久前的温网中，彭帅和谢淑

薇搭档获得了女双冠军，如今的彭帅势头正猛。虽然本届全运会奖金各代表队还未公布，

不过按照上届全运会的标准，彭帅的全运会奖金将超过

120

万元。而温网女双冠军的奖金

不过也就

15

万英镑（约合

140

万元），这还不含近

50%

的高额税收以及给网管中心上缴的部

分，因此，彭帅今年在全运会获得的奖金将远远超过温网。

在如今的中国女子网球界，天津队是当之无

愧的领头羊，除了彭帅以外，郑赛赛、段莹莹和张

帅都是W T A单打排名前两百的球员。实力均衡、

人才辈出的天津队在全运会上成绩优异，尤其是

当湖北队的李娜宣布不参加全运会而四川队的

郑洁又受伤病困扰后，天津队更是难逢敌手。

本届全运会，天津队再次展示出了强大的实

力，而彭帅更是状态火热。在拿到女团冠军后，彭

帅又先后和李喆搭档拿到混双冠军、与张帅搭档

获得女双冠军， 而在昨天与段莹莹的单打决赛

中，她又以6比2和6比3轻松获胜，包揽所有参赛

项目的四枚金牌。上届全运会，彭帅就用4枚金牌

成为金牌王，本次再获4枚金牌，连续两届全运会

包揽金牌，彭帅已经创造中国网球历史。

从全运会团体、到温网、再到全运会网球单

项比赛，一个多月来，彭帅辗转征战，却在各个赛

场都获得胜利。这让国家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昨

日都忍不住赞叹道：“彭帅连续两届拿到四金，是

个创举。我们中国网球天生就是突破的。全运会

客观上会打乱职业球员的参赛节奏，但她们在频

繁的国际赛事中回到国内参加全运会，这是她们

成熟成长的表现，因为学会了感恩，非常可贵。”

两届全运会

8

枚金牌，彭帅在证明自己

实力的同时也用良好的态度回报了培养自

己多年的天津队。 但在这

8

枚金牌背后，凸

显了中国女网的尴尬，一姐李娜“瞧不上”

全运会，郑洁伤病缠身，而各朵小花却成长

缓慢，难以对彭帅造成真正的挑战。

4

年，两届全运会，彭帅用

8

枚金牌换得

外界一阵惊叹。

8

年前，彭帅初出茅庐，在决

赛中被四川队的郑洁打哭， 但那时她已经

有了和郑洁一拼的资本。随后几年，郑洁、

晏紫、李娜、彭帅等中国网球的领军人物先

后在职业网球赛场创造历史， 中国女网也

开始步入“黄金时代”。不过如今，李娜虽然

仍是世界顶尖， 但年龄逐渐增大的她很难

再登巅峰， 伤病缠身的郑洁也似乎遇到瓶

颈， 而在全运会呼风唤雨的彭帅却连大满

贯单打

8

强都没进过。

自从网管中心对球员实现“单飞”后，

中国女网频频创造佳绩，但许多年过去了，

如今仍然还是李娜、郑洁、彭帅三位球员活

跃在职业赛场。段莹莹、郑赛赛、张帅、周奕

妙、王蔷这些小花们潜力不错，常年征战国

际比赛， 但她们也鲜有在大满贯单打赛场

亮相的机会。本届全运会，这些小将仍然没

有对彭帅造成太大的威胁， 而无论是双打

还是混双，只要彭帅参赛就能夺冠，也多少

显示出了其他球员竞争力不足的事实。对

于中国女网的小球员们来说， 能够击败彭

帅， 才能证明她们有在职业网坛打出名堂

的实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包揽4枚金牌， 彭帅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

力， 而她能够收获多少奖金也成为球迷关注的

话题。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电话采访了天津队领

队张伟，“本届全运会的奖金要在全运会正式

开幕后，各省市区政府审批下来后才知道，目前

不方便谈论。”不过根据2009年《广州日报》报

道，根据天津市的奖励政策，获得一枚全运会金

牌，每人奖励30万元人民币，那么彭帅的奖金将

达到120万元，而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刘树华当

时更表示：“对彭帅的奖励一定要额外增加，肯

定要超过120万！”这还没加上她的家乡、企业

等社会各界的奖励。如果按照2009年标准发放，彭

帅本届全运会的奖金也将远超120万元。而在今年

温网，彭帅双打夺冠后单人获得15万英镑的奖金，

加上此前的单打第二轮3.8万英镑的奖金， 总计约

合人民币172万。按照惯例，全运会球员奖金为税

前，而在温网的奖金还要缴纳近五成的税，因此，

彭帅在本届全运会赢得的奖金绝对超过温网。

温网夺冠让征战职业赛场多年的彭帅达到

了职业生涯新的高度， 但从经济效益上来看，15

万英镑的奖金并不算高。本届温网在提高了奖金

额度后，单打冠军将获得160万英镑的巨额奖金，

但由于双打关注度较小，冠军奖金只有30万

英镑。作为搭档，彭帅和谢淑薇一人只能获

得15万英镑。因此，虽然夺冠，但彭帅在温网

获得的奖金还不如李娜打入单打八强多。而

在英国，包括出场费、比赛奖金、赞助费、广

告等多项收入都要按照50%的比例收税，因

此彭帅到手的奖金更少，单从赚钱来说，今

年征战温网确实不如全运会划算。

彭8金折射女网尴尬

8枚金牌 彭帅创中国网球纪录

4金120万元 按上届标准奖金超温网

2013亚锦赛明日开战

易建联或带伤首战

中国队亚锦赛

小组赛赛程

8

月

1

日

17:45

中国

vs

韩国

8

月

2

日

11:00

中国

vs

马来西亚

8

月

3

日

17:45

中国

vs

伊朗

世运会奖牌出现错别字

2013年哥伦比亚卡利世界运动

会组委会昨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

世运会奖牌中出现的错别字向运动

员表示歉意， 并承诺将向所有得牌

运动员颁发新的奖牌。

世运会开幕4天来， 不少运动员

兴高采烈地站上领奖台，低头一看手

中的奖牌，立马脸色都变了。原来，组

委会在金银铜牌制作上犯了低级错

误， 将奖牌正面的英文T he��W orld��

G am es（世界运动会）的W orld（世

界） 一词少写了一个l， 变成了T he��

W ord��G am es（文字游戏），让人啼

笑皆非。 国际世界运动会协会主席

隆·弗罗埃里奇表示， 运动员为了四

年一届的世运会努力拼搏，奖牌是其

成绩的重要见证，协会已督促组委会

尽快更正错误，向运动员颁发没有错

别字的奖牌。

据新华社

易建联伤情牵动球迷的心 图据

Osports

彭帅走向巅峰 图据

Ospor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