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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在新年WTA的第一项赛事深圳

赛中，两朵中国“金花”李娜和彭帅顺利战

胜对手，晋级半决赛。过去的一年，无论是比

赛成绩还是广告赞助，李娜和彭帅都取得了

很大的收获，正因为她们的成功，越来越多

的女孩也对自己的职业网球道路有了更高

的期望。

从去年开始正式单飞的张帅如今也紧跟

师姐的步伐，目前WTA排名达到了52位。但在

近期接受采访时， 张帅仍然表示，“看似奖金

比较理想，但交完税费后就没剩多少了，赞助

金额也不高，很难支撑我出去比赛。”如今，越

来越多的“小花”将走上单飞之路，对于她们

来说，除了更自由以外，等待她们的还有更艰

苦的比赛和更大的经济压力。

花销太大

张帅坦言付账让自己透不过气

经历了WTA深圳站的“一轮游”后，张帅

和自己的教练刘硕启程前往布里斯班， 准备

澳网前的热身赛。 从去年正式单飞的张帅体

会到了职业网球为自己带来的快乐， 但同时

也感受到了职业球员巨大的经济压力。

“单飞后，我最怕的就是一轮游。”张帅

说。 去年初澳网赛季， 张帅连续几站首轮出

局，奖金只有两三百美元，可大满贯期间一天

的酒店房钱就是300美元。“我还要付教练的

房钱、工资，还有机票。付账付得我透不过气

来。”在广州拿了一站冠军，让张帅的经济压

力得以缓解， 但她透露奖金收入并不多。“你

光看见11万美元奖金了， 可还要扣百分之二

三十的税，再付教练的工资，最后就不是你们

看到的数目了。”

残酷的职业体育给了球员们充分的机

会，但如果成绩不佳，承受的压力就不光来自

于场上。 张帅坦言她付不起专职体能教练的

工资，“现在我的奖金和赞助收入还不够我的

参赛和训练费用。 这一年我还是动用自己的

积蓄来打比赛。想要增加人手，除非我的成绩

能有大幅提高。”

据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除了教练刘硕以

外， 一般和张帅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队医以

及她的母亲， 四五个人的团队在职业球员中

并不多， 随之带来的机票以及住宿等费用都

让张帅感觉到压力巨大。 凭借去年年底的优

异发挥，张帅如今的世界排名已经到达52位，

但即便这样， 她的比赛奖金也仍然难以应付

四处参赛带来的花销。

国家队教练：

要想好过排名需稳定在前五十

从专业体制到成为职业网球运动员，“单

飞”帮助李娜、郑洁和彭帅等中国金花们获得

了成功。经历了职业生涯初期的阵痛期，如今

的她们无论是赞助还是奖金都早已能够自负

盈亏，成为了真正的职业球员。在最新一期的

世界排名中，彭帅位居第42位，而名气稍逊的

张帅仅比她低10位。单飞元年，能够拿到这个

成绩对于张帅来说颇为不易， 但为何两人的

经济状况会相差颇多？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采访了国家队一教

练， 他也道出了其中缘由，“虽然张帅凭借去

年年底的优异表现排名已经接近前五十，但

冲前五十容易， 但要想把排名稳定在前五十

却是难上加难， 只有把排名稳定在了前五十

的球员，经济方面才会比较好过。”

职业网球运动员要想取得优异的成

绩，就必须组建良好的团队，教练、体能教

练、经纪人等各司其职，而团队越庞大也意

味着更大的开支。李娜在两年前曾透露，团

队每天的交通、住宿、按摩、训练场租，基本

开销为1万至1.5万元人民币， 一年总支出

在400万元左右。李娜虽然一直对教练卡洛

斯和私人体能教练阿历克斯的薪水保密，

但世界范围内顶尖教练的年薪都是七位

数。不过作为世界第三，2013年李娜的参赛

奖金达到389万美元，来自13家赞助商的收

入达1500万美元。 但对于排名30以外的球

员们来说， 她们的奖金根本无法支持这样

庞大的团队。

处处艰难

金花单飞需寻求多方帮助

去年全运会前，张帅的世界排名还在120位左

右，但仅仅半年时间，她就将自己的排名提升到了

52位。 单飞为张帅成绩方面的进步提供了条

件，但从目前来看，她飞得并不算顺利。

除了比赛奖金外，职业球员另

外一部分收入来自赞助商。据张帅

自己透露， 目前她的赞助收入并不

高， 因为这些赞助商都是她单飞前排名不

高的时候签好的。“当时的排名还在百名以

外，所以赞助金额都不高，没法支撑我打下一

年的比赛。 而且我的很多赞助马上就要到期

了。”没有像李娜一样专业的经纪团队，张帅需

要为自己寻求更多的赞助商，以保证自己四处

参赛的费用。“单飞后， 张帅的压力肯定很大，

只有不断提高排名，她的赞助才会更多，职业

网球就是这样。” 一位国家队网球教练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不过在我看来， 虽然已经单飞，

但实际上天津队也不可能完全不管她，应该也

会对她进行一些资助，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的情

况会稍好一点。”

天津队目前

堪称中国女子网

球的人才基地，去

年的全运会上包揽

了女子项目的所有金牌。

除了张帅以外，像郑赛赛、段莹

莹等球员也基本享受到了单飞待

遇。不过对于更多网球小花们来说，想要

从排名300多位冲进前100位， 除了提高网球

技巧外，至少需要砸上百万元人民币。即使进

入了前一百，仍然难以支付庞大的开销，她们

还需要像李娜一样，不断提升自己的排名，获

得更多的奖金，同时迎来更多的赞助。

新的一年，张帅表示目标就是冲进前50。要

想达到这个目标，张帅还需要更加努力，因为她

知道，只有达到这个目标，她才不会在付账时感

觉自己透不过气来。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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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联又输了 鲁尼又伤了

北京时间昨日凌晨，英超联赛战罢新

年第一轮，也是赛季第20轮联赛。刚刚有

所起色的曼联主场1比2不敌热刺，目前距

离榜首的阿森纳已经有12分的巨大差距。

比赛中， 阿德巴约和埃里克森先后

进球，帮助热刺2比0领先，曼联则由维尔

贝克打进一球，但对比赛结果于事无补。

这场失利也是曼联本赛季联赛第4次主场

输球， 主帅莫耶斯赛后疯狂地向当值主

裁韦伯“开炮”，原因是后者放过了热刺

门将洛里斯在禁区内对阿什利·扬的犯

规，“这简直是丑闻，我感到难以置信，这

很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差判罚！”值得一提

的是，以前韦伯一贯被认为是曼联的“福

星”，英国媒体曾统计过，韦伯判罚的6个

点球中就有1个是给了曼联，以至于前利

物浦球员巴贝尔曾在推特上放了一张韦

伯身穿曼联球衣的照片进行讽刺。

而随着福格森的退休， 韦伯似乎也

不再是曼联的“福星”， 英格兰足球名

宿、在BBC演播室中素有“毒舌”之称的

莱因克尔， 在看完曼联主场输给热刺的

比赛后就在推特上讥讽说：“韦伯什么

时候被曼联卖掉了？ 我一定是错过了这

笔转会交易。” 而曼联本场遭遇的另一

个坏消息是， 刚刚伤愈复出的鲁尼又受

伤了，他可能会再次缺席较长时间，这对

曼联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曼联输球的同时， 英超其他豪门

则在本轮纷纷过关， 阿森纳2比0轻取加

的夫，曼城客场3比2力克斯旺西，切尔西

客场3比0大破南安普敦，利物浦主场2比

0完胜虎城。目前阿森纳、曼城、切尔西和

利物浦分列英超积分榜前四位， 曼联仅

排名第7， 只领先第8名的纽卡斯尔1分。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39岁肯尼亚老将创厦马纪录

昨日上午，2014年国内首项马拉松

赛事厦门马拉松鸣枪开跑，最终，39岁的

肯尼亚老将马里科·基普楚巴以2小时08

分03秒成为男子组冠军， 成为中国城市

国际马拉松赛夺冠最年长的选手。另外，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马雷·迪巴巴以2小时

21分37秒获得了女子组冠军， 并打破该

项赛事尘封6年的赛会纪录。

参加本届厦门马拉松赛事的选手总

数达到7万多人，其中有24000人参加全程

马拉松赛事， 邀请的高水平外国选手则

为29名，其中男子21名。比赛于上午8点正

式开始，7万多名选手浩浩荡荡从国际会

展中心起步。跑过30公里后，曾在去年厦

门马拉松赛获得第七名的肯尼亚选手马

里科·基普楚巴突然加速摆脱，快速前进

的他一下就甩开其他选手， 最终以明显

优势获得冠军。而在随后不久，来自埃塞

俄比亚的马雷·迪巴巴也在男性领跑者

的带领下，独自一人跑在最前方，成为女

子组冠军。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整理

昨日李娜彭帅闯进WTA深圳赛半决赛 其他“小花”却面临尴尬处境

单飞太烧钱 网球小花起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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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独自外出吃饭

当地时间昨日上午11点14分，舒马赫的

妻子科琳娜坐着一辆黑色的轿车来到格勒

诺布尔医院。仅过了11分钟，舒马赫的发言

人萨宾·凯尔姆也来到了医院。 凯尔姆告诉

德国 《图片报》，“科琳娜的状态很不好，但

她尝试着变得更坚强，因为舒马赫需要她的

支持。”

舒马赫滑雪头撞岩石入院后， 科琳娜一

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图片报》报道称，科琳

娜只在2014新年前夜外出去餐馆吃了饭，那

也是舒马赫出事后科琳娜首次离开医院。大

约是当天晚上9点17分，在格勒诺布尔一家名

叫La� Table� Ronde�的餐馆里，科琳娜独自一

人，她穿着一件皮夹克，围着一条厚厚的白围

巾，饭后她回到了酒店。科琳娜的母亲贝奇如

今也来到了格勒诺布尔，宽慰女儿的心，希望

给她更多支持的力量。

据凯尔姆透露，舒马赫住在格勒诺布尔医

院5楼的重症监护病房， 目前舒马赫的病房加

强了安保，防止任何陌生人靠近。只有他的家

人以及非常亲密的朋友比如国际汽联主席托

德能够看望他，而且每次只有一人允许进入病

房。据悉，托德已经来看望了舒马赫两次。

护身符相伴

家人祈祷转危为安

昨天， 医院方面和凯尔姆都没有召开新

闻发布会， 守在医院外面的众多媒体记者也

没有得到舒马赫病情的丝毫信息。 这是舒马

赫入院以来首次没有例行的通气会， 按照凯

尔姆的说法， 没有召开发布会说明舒马赫的

病情没有变化。从舒马赫入院到昨晚，他已经

度过医生所说的72小时危险观察期， 但医生

仍没有宣布舒马赫脱离危险， 截至成都商报

记者发稿时，他仍处于人工昏迷中。

今天是舒马赫45岁的生日， 也是他的亲

人们难以忘怀的日子。目前，舒马赫的家人都

在医院陪伴他， 包括他的妻子科琳娜和两个

子女，他的父亲、他的弟弟。据英国《每日邮

报》报道，舒马赫的床边放着蜡烛，科琳娜将

舒马赫的陶制幸运护身符放在他身旁， 这个

护身符曾经伴随着舒马赫征战每一场F1比

赛，科琳娜希望以此祈祷舒马赫早日醒来。在

舒马赫的身旁还放着其他象征意义的祈祷物

品， 包括他16岁女儿吉娜的梳子和14岁儿子

米克带来的金色十字架。“米克和他的奶奶去

度假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十字架， 这是祝福用

的。”科琳娜说，舒马赫的家人都在祈祷着，盼

望舒马赫能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

舒马赫入院后， 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纷

至沓来， 昨天舒马赫的家人也通过他的网站

表达了感激之情：“在舒马赫滑雪事故后，我

们要感谢来自全世界问候， 这给了我们极大

的支持。舒马赫是名斗士，他不会轻易放弃。

谢谢大家。”

车王45岁生日 生死未卜

72小时过去舒马赫仍昏迷 家人在病床边放上护身符祈祷他早日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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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报》 说：“这

是 令 人 伤 感 的 日

子。”因为滑雪导致

脑部重创的车王仍

躺在格勒诺布尔医

院重症监护室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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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舒马赫已度过医

生所说的72小时危

险观察期，但截至成

都商报记者发稿时，

医院方面仍未宣布

舒马赫脱离危险。新

年伊始，这一次舒马

赫的生日没有香槟

和欢聚，他的家人们

只能在医院陪伴他，

祈祷着他能够转危

为安。

10万人

观冰球赛

创纪录

美国当地时间1月1日，2014年NHL（北美

冰球职业联赛）冬季经典赛在全美最大的“大

房子”密歇根球场举行，当天有105491名冰球

爱好者观赛， 创造了同时观看冰球赛人数纪

录。密歇根球场2010年扩建后，可容纳11万人

观赛，外号“大房子”（The� Big� House）。

王大雷和戴琳泪别申花

昨日凌晨， 山东鲁能俱乐部在官网

宣布签约上海申花门将王大雷和后卫戴

琳， 这也印证了几天前关于两人将加盟

鲁能的传言。二十多分钟后，上海申花俱

乐部的官方微博也确认了这两起转会，

并祝福道：“王大雷和戴琳在申花效力

期间，分别代表申花出战中超联赛141场

和110场，俱乐部由衷感谢他们为申花作

出的贡献， 祝福他们在今后的职业生涯

中一帆风顺！珍重！”

虽然鲁能俱乐部方面没有透露王大

雷和戴琳两人的转会费数额， 但此前山

东媒体《济南时报》曾透露，王大雷的转

会费为3000万元， 而戴琳也达到了1000

万元以上。昨日中午，王大雷和戴琳参加

了上海PPTV推出的特别节目 《道别》，

二人也借此机会向上海球迷告别。 虽然

两人一度泪如雨下， 但在节目中戴琳还

是直言转会是因为看不到申花夺冠的希

望，希望能在鲁能圆自己的冠军梦。而王

大雷则表示， 申花正处在工资奖金发放

都存在一定困难的时期， 他和戴琳转会

所带来的转会费有可能会让申花留在上

海。根据鲁能俱乐部官方的消息，王大雷

和戴琳在昨晚抵达济南报到，1月8日两

人将随鲁能前往欧洲拉练。

又讯

据腾讯体育报道，昨日中国足

协召集所有部门正副主任开会， 同时宣

布之前负责国字号和联赛工作的足管中

心副主任于洪臣不再分管男足国家队，

去年上任的党委书记魏吉祥将接过男足

国家队、U22国家队的分管工作，同时兼

管技术部、社会发展部、裁委会等相关部

门。于洪臣继续分管职业联赛理事会、中

超公司以及女足国家队。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整理

在舒马赫入院后，英国《每日邮报》和德

国《图片报》等相继曝光舒马赫头撞岩石的细

节。但是英国媒体和德国媒体的报道却不尽相

同，《每日邮报》 报道称舒马赫在非正规滑雪

道以近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撞上了岩石，但

舒马赫的发言人凯尔姆在接受《图片报》采访

时却透露了她所知的细节：“舒马赫当时滑行

的速度并不快，只有每小时10公里的速度。”

法国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舒马赫滑雪事

故。据英国《卫报》昨日报道，负责调查事故

的警官帕特里克·昆西表示将约见舒马赫发

言人凯尔姆， 因为他并不知道凯尔姆描述的

这段情况，他希望把事情调查得更清楚。德国

《图片报》 援引凯尔姆的描述报道说：“舒马

赫在帮助了朋友的女儿后才再出发滑入非滑

雪道， 舒马赫的雪板先撞上了一块隐藏在雪

里的岩石，他被弹到空中，掉下来身体翻滚时

又撞上了另两块岩石，第四块岩石是致命的，

舒马赫的脑部右侧撞在了上面， 那块石头周

围的雪上有不少血迹。”

但法国警官昆西表示：“那条滑道有的岩

石裸露在外面，有的藏在雪里。目前我们惟一

能确信的是， 舒马赫因为撞上一块岩石失去

了平衡导致他摔倒受伤。”《卫报》报道称，可

以肯定的是， 摔倒后产生的撞击非常猛烈以

至于舒马赫的头盔碎成了两块。 舒马赫当时

使用的是租来的滑雪板，而不是自己的，德国

《图片报》 也据此推测这起事故是否跟舒马

赫不熟悉这套装备有关。

本组稿件由成都商报记者 盖源源 编译

事故描述不一致 警方将约见舒马赫发言人

世界杯球场一半未按期竣工

据新华社电

依照起初与国际足联

达成的协议， 巴西世界杯12座球场须在

2013年12月31日之前交付使用。 但时至

今日，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仍有6座球

场未能按期竣工。

这6座球场分别是即将举行揭幕战

的圣保罗伊塔盖拉球场、 北部城市马瑙

斯的亚马孙球场、 东北部城市纳塔尔的

沙丘球场、 西部城市库亚巴的潘塔纳尔

球场， 以及南部城市库里蒂巴的下城球

场和阿莱格里港的河滨球场。

造成工程延误的原因多种多样， 但综

合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财政问题，包括资

金不到位或拨付延迟；二是劳工问题，如缺

乏劳力或工人罢工； 三是接二连三地发生

事故，致使工程停工和接受相关调查。

财政问题几乎困扰着所有球场的建

设。它们的资金来自联邦政府、地方政府

与私人捐助，其中任何一方拨付延迟，都

会导致工程难以为继。另外，多数球场工

程存在严重超预算问题。按照巴西法律，

凡有政府投资的项目超出了预算， 必须

要接受联邦审计法院的审计， 否则项目

将不得追加投资。 而这个审计过程就耗

费了不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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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马赫，快醒来！

妻子昨日前往医院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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