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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网青少年组双料冠军吴易昺：

“希望之星”
站在新的起点上

中国女排五连胜
捧大冠军杯
9 月 10 日，中国女排球员在颁
奖仪式后与奖杯合影。当日，在日
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举行的 2017
年国际排联女排大冠军杯最后一
轮比赛中，中国队以 31 战胜日本
队，从而以五连胜的佳绩获该项赛
事冠军。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在自己职业生涯最后一项青少年大满贯赛事中，斩
获双打、单打双冠，下周登顶青少年组世界第一，即将成
年的吴易昺为中国网球创造了新的历史。

申花宣布
波耶特
“下课”
吴金贵“救火”出任主帅

9 月 10 日，吴易昺手捧奖杯开怀大笑。当日，在 2017 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男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易昺夺得冠军。
（新体）
新华社纽约 9 月 10 日电 10 日，当西班牙球
王纳达尔在中央球场为美网冠军奋战时，外场
里来自中国杭州的小伙子吴易昺完成了自己
的“破发”。
吴易昺在美网青少年组的男单决赛中以
两个 64 力克头号种子、阿根廷小伙盖勒，成为
第一位获得大满贯赛事青少年组男单冠军的
中国队选手。此外，他在前一个比赛日还斩获
男双冠军，成为美网青少年组的“双冠王”。吴
易昺一跃成为中国男子网坛的“希望之星”，未
来可期。
获胜之后吴易昺振臂欢呼，激动不已。这
个赛季见证了吴易昺的快速成长，年初的澳网
比赛他曾梦想夺冠，但最终止步于四强，随后
在温网也打入八强，本届美网他再次在赛前喊
出夺冠的口号，最终不负众望。
单打决赛的过程其实比比分本身要更紧
张，吴易昺首盘发挥不错，和对手的比赛非常
耐心，他在第九局抓住机会破发成功后，顺利
取得“开门红”。第二盘开局吴易昺发挥依旧
出色，连破带保取得了 40 的领先优势，但是随
后有了一定起伏，连续错过 6 个赛点遭到破发，
但最终还是咬住比分，获得最后的胜利。
“错失赛点的时候太困难了，我的手都在
颤抖，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自己冷静，要
努力恢复状态，我觉得自己在第二个发球胜赛
局做得很不错。”吴易昺赛后回忆道。
吴易昺坦言，拥有 6 个赛点那一局自己想
太多了，很多情绪都露在外面，后面自己经过
调整，就把它当成普通比赛来打，结果第二次
机会就抓住了。男双的比赛明显耗费了吴易

昺很多体能，因此单打比赛或多或少受到一些
影响，不过吴易昺也表示，男双的冠军同时也
是一粒“定心丸”。
“ 双打夺冠很有帮助，更多是
在心情层面上，如果双打有遗憾，肯定单打时
心 里 的 想 法 不 一 样 ，双 打 的 冠 军 更 像 吃 了 定
心丸。”吴易昺说。
吴易昺如此急切地想要夺冠，是因为本届
美网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大满贯青少年组的比
赛。从下赛季开始，他将开始征战成人组，吴
易昺很清楚自己的弱点在哪里。
吴易昺说：
“ 我比较怕发球好的，还有就是
跑动比较好，底线失误又比较少的，这种球员
打起来会比较吃力，所以我一定要在前几拍建
立起优势。当然，这些弱点以后也需要克服。”
这位阳光大男孩赛后在新闻发布会上面
对媒体的“长枪短炮”显得自信满满而不失幽
默，英文水平虽然不能达到流利自如的程度，
但基本交流都能满足。当记者问起下一个目
标时，吴易昺坚定地说：
“世界前 100 位！”
这个目标对于中国队男选手而言，一直是
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就连中国一哥吴迪也没能
捅破这层窗户纸。不过吴易昺对此坚信不疑。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也正在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当然想成为中国男网的
领军人物，但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但我要把自
己做好。把目标定得很具体，就一定能实现，
其他的都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回顾过往历史，
很多成人组的大满贯冠军都曾获得过青少年
组冠军，例如费德勒、穆雷、辛吉斯和罗迪克
等。吴易昺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 496 位，以此
为起点，他站在了历史的起跑线上。

新华社上海 9 月 11 日电（记者
朱翃 吴振东）随着上海申花遭遇联
赛四连败，绿地申花俱乐部 11 日宣
布批准主教练波耶特的辞呈。同
时，俱乐部技术总监吴金贵出任球
队主帅。
10 日的中超联赛中，上海申花
主场迎战河南建业，在上半场一球
领先的情况下，被客队下半场连扳
两球，遭遇联赛四连败的同时排名
也逼近降级区。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波耶特表示，
“（我）对比赛很失
望……我对自己的工作问心无愧”。
执教不过 10 个月，波耶特最终
黯然离开，他的成绩单并不漂亮：23
场中超联赛，球队 6 胜 6 平 11 负。

未获德丙参赛许可证

张玉宁烦心事不断

纳达尔美网
“封王”
9 月 10 日，纳达尔在颁奖仪式上。
当日，在 2017 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
决赛中，西班牙选手纳达尔以 30 战胜南
非选手安德森，夺得冠军。这个美网冠
军也是纳达尔职业生涯第 16 个大满贯冠
军。目前，瑞士天王费德勒是网球史上
获得大满贯冠军最多的男单球员，共计
19 个，纳达尔以 16 个冠军名列第二。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本报讯 中国男足国家队年轻
前锋张玉宁最近烦心事不断。继
未能代表国足参加最后两轮 12 强
赛后，他代表浙江队参加全运会，
虽杀进决赛，但在决赛中输给上海
队，遗憾地与金牌擦肩而过。
近日，德国媒体报道称，张玉
宁目前还没能代表不来梅在德甲
出场，如果能代表俱乐部 U23 出场
德丙联赛，积累比赛经验，也会对
他很有帮助，但他尚未获得非欧盟
球员参加德丙联赛所需要的参赛
许可证。不来梅在过去的几周里，
为 处 理 这 件 事 情 ，和 德 国 足 球 联
盟、德国奥委会等方方面面进行了
沟通，但没有成功。
（林本剑）

皇马两连平 曼联被逼平 拜仁 02 告负 AC 米兰 14 惨败

受 FIFA病毒影响 欧洲豪门集体低迷

本报讯 在上周末的欧洲各大足球联赛
中，可谓冷门不断。上赛季西甲与欧冠双料
冠军皇马主场被莱万特 11 逼平，新赛季西甲
遭遇两连平；英超劲旅曼联在客场 22 被斯托
克城逼平，结束了此前英超三连胜的势头；德
甲五连冠得主拜仁客场 02 负于霍芬海姆，遭
遇新赛季联赛首败；意甲 AC 米兰客场 14 惨
败于拉齐奥。如此多的欧洲豪门集体遭遇
“寒
潮”
，
主要原因就是所谓的 FIFA 病毒。
本轮欧洲各大联赛开战前，恰是国际足
联（FIFA）规定的国家队比赛日，各国国家队
为 2018 年世界杯预选赛都打了一场比赛，一
些拥有各国国脚的豪门球队，不可避免地受
到所谓“FIFA 病毒”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

皇马。皇马阵中主力伊斯科，在西班牙 30
大胜意大利的世界杯预选赛中梅开二度；在
随后西班牙 80 横扫列支敦士登一战中，伊
斯科也有进球。在皇马主场 11 被弱旅莱万
特逼平的西甲联赛中，尽管伊斯科第 61 分钟
才替补出场，但仍明显力不从心，同样皇马阵
中的西班牙国脚拉莫斯、阿森西奥、卡瓦哈尔
与纳乔的发挥也很一般。
曼联队的各国国脚们也参加了国家队比
赛，比如英格兰队攻击手拉什福德、西班牙队
主力门将德赫亚。回到联赛后，他们也没有
调整好状态。曼联也因此客场 22 被斯托克
城逼平，结束了此前联赛三连胜的势头。
更糟糕的则是拜仁，阵中拥有荷兰国脚

罗本，德国国脚穆勒、胡梅尔斯与基米希，波
兰国脚莱万多夫斯基，法国国脚科曼，西班牙
国脚蒂亚戈。回到德甲联赛，这些主力国脚
发挥极差，导致拜仁本轮 02 完败于霍芬海
姆，
排名也跌至第五位。AC 米兰客场 14 惨败
于拉齐奥，今夏豪掷 1.94 亿欧元引进球员，主
帅蒙特拉却没有打好这一手好牌。AC 米兰问
题多多，
中场无论组织进攻能力还是拦截能力
都不够，
这也是造成惨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欧洲豪门这些国脚而言，他们还不
能有喘息之机。北京时间本周三、本周四凌
晨，新赛季欧冠联赛小组赛首轮也将拉开战
幕，皇马、曼联、利物浦、拜仁都将出战各自
对手。
（刘大伟）

德甲迎首位女主裁
9 月 10 日晚，柏林赫塔坐镇主
场以 11 战平德甲第 3 轮的对手不
来梅。比比安娜·施泰因豪斯顺利
完成执法，
成为德甲历史上首位女性
主裁判。第38分钟，
达里达突破被后
卫撞倒，比比安娜示意比赛继续，莱
基右路突入禁区小角度劲射破门，
替
柏林赫塔首开纪录。赛后，外界对
比比安娜这一次恰当地把握进攻有
利原则的执法大加赞赏。
（徐扬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