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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纽约 9 月 11 日
电 2021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
11日展开女单决赛争夺，决
赛在两位不满 20岁的小将
之间展开，对阵双方是华裔
混血的英国资格赛选手拉
杜卡努和加拿大新星费尔
南德斯。最终拉杜卡努直
落两盘，以64、63战胜
费尔南德斯获得美网女单
冠军。

此前的晋级之路上，两
人都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
状态和火热的手感。拉杜
卡努从资格赛打起，已经取
得了九连胜，且未丢一盘；
费尔南德斯则是淘汰了大
坂直美、斯维托丽娜和萨巴
伦卡三位世界排名前五的
选手晋级。这是公开赛时
代第一次由
两位非种子
选 手 争 夺
大满贯女单
冠军，拉杜
卡努现世界
排名第150位，费尔
南德斯现世界排名第
73位。拉杜卡努具有
华裔血统，她的母亲是中
国人，父亲来自罗马尼亚。

在这场“黑马”的青春
对决中，拉杜卡努在首盘

第二局就实现了破发，但随
后费尔南德斯立即实现回
破，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在
关键的第十局比赛中，拉杜
卡努抓住机会兑现了第四
个盘点，以 64 破发先赢
一盘。第二盘比赛，拉杜卡
努在第三局率先被破发，不
过此后她连赢 4 局，取得
52领先，最终拉杜卡努在
发球胜赛局中挽救了两个
破发点后，以 63 再胜一
盘，获得美网女单冠军。

赛后，拉杜卡努说：“这
场决赛表明每个球员都有
机会赢得任何比赛，我希望
能 够 跟 随 传 奇 人 物 的 脚
步。对我来说，追随他们
意味着很多，这让我相信
我也可以夺冠。”

夺冠后的拉杜卡努
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获
得大满贯女单冠军的
资格赛选手，也成为自
2014 年小威廉姆斯之
后首位一盘未丢夺得
美 网 女 单 冠 军 的 球
员。

华裔混血少女美网“一黑到底”

新华社伦敦 9 月 11 日
电（记者张薇）时隔12年重
披曼联战袍的C罗11日首秀
即独中两元，带领“红魔”41
击败纽卡斯尔联。切尔西
30送走阿斯顿维拉后，与
领跑的曼联一样手握10分。

C罗的回归让老特拉福
德成为英超第四轮当仁不让
的焦点。除了众多身穿C罗
7 号球衣的球迷到场，前曼
联主帅弗格森也没有错过葡
萄牙人第二次加盟首秀。比
赛僵局一直持续到上半场补
时阶段，英格兰小将格林伍
德禁区外打门，客队门将扑
球脱手，C罗补射轻松得手。

易边再战10分钟有余，

纽卡斯尔联的曼基略杀入禁
区面对德赫亚冷静打远角得
手，将比分扳成 11平。不
过仅 6 分钟后，36 岁的 C 罗
就再次破门，以此展示“老当
益壮”。

比赛最后阶段，费尔南
德斯、林加德再添两球，曼联
41 得胜。C 罗赛后透露，
久经沙场的他当日“超级紧
张”。他预计自己能打进一
球，但独中两元是完全没有
想到。

同日在斯坦福桥，二度
加盟切尔西的比利时中锋卢
卡库第15分钟力拔头筹，接
克罗地亚中场科瓦契奇的直
塞后晃开一名对方球员低射

破网。到访伦敦的维拉也并
非没有机会。比赛进行 30
分钟过后他们强攻门前，但

“蓝军”门将门迪连续两次精
彩扑救力保城池不失。

下半场刚一开始，科瓦
契奇就利用对方后卫的回传
失误为主队再下一城。此后
局面尽在“蓝军”掌控之中，
卢卡库终场补时第三分钟再
度破门，将比分定格在30。

4轮过后，曼联、切尔西
同样3胜 1平积 10分。身后
是 3 胜 1 负的卫冕冠军曼
城。“蓝月亮”当日主场迎战
莱斯特城，“狐狸”射手瓦尔
迪先入一球但被判越位在先
无效。曼城直到第 62 分钟

才由贝·席尔瓦施射命中，就
此10小胜。

另外，开局三连胜的热
刺下半场一人染红下场后连
丢三球，最终03客场不敌
水晶宫。此前三连败的阿森
纳则终获一胜，依靠奥巴梅
扬的进球 10 送给诺维奇
城四连败。

刚刚加盟“兵工厂”的日
本后卫富安健洋获得首发机
会。被德甲莱比锡租借到狼
队的韩国人黄喜灿则在球队
20 力克沃特福德的比赛
中打入一球。

南安普敦 00 战平西
汉姆联；“升班马”布伦特福
德01不敌布莱顿。

英超：

C罗“首秀”两球曼联、切尔西同分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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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城名吃-四不腻猪蹄3413983●

助听器
耳聋请配助听器13087062226●

广告热线 : 13183330295
地址：市区建设路西段 268号（鹰城广场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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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分类广告
健康美容

假发、补发
市区联盟路中段（联盟鑫城院内一楼）
电话：13849583359

专业保安省厅资质 13503413333●
保安物业

五星物业免费试用 13783266331●

龙 山 公 墓
龙门大道 电话：2078631

殡葬服务

河南迈景园林17603753837●
景观设计施工 移动业务

●移动宽带办理18317678165

回收名酒老酒13137762626●
本地老酒回收

喜庆搬家公司13803750375●
搬家服务

招生

有行政管理等100多个专业。
电话微信：13603742201

成教大专本科招生

出租
原新华四矿旧址厂院招租，可整
租，可分割 13937572119

●弘福祥老年公寓15937568881

●康乐居老年公寓13937585159

●晚晴老年公寓15516017081

老年公寓

湛 北 路 与 诚 朴 路 口 300m2

一楼可教学、办公13937543160出租
招聘信息

●招 聘 护 士 1339379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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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第一粮库仓库出租
面积有 170-1100m2不等。
电话：13592176927王先生

◀当地时间9月11日，英国选手拉杜
卡努在颁奖仪式上。新华社发（郭克 摄） 据新华社巴黎 9 月 11 日电

（记者肖亚卓）巴黎圣日耳曼继续
着他们在国内赛场上的连胜脚
步。11日的法甲联赛中，尽管缺少
了包括梅西与内马尔在内的多名主
力球员，“大巴黎”依然在姆巴佩的
带领下主场40大胜“升班马”克莱
蒙队，新赛季以来豪取五连胜。

本场比赛，“大巴黎”的4粒进
球中3个都与姆巴佩有关。

第20分钟，埃雷拉头球补射
为“大巴黎”打破僵局。第 31 分
钟，姆巴佩右路传中造成对方防
守球员失误，埃雷拉中路跟进抽
射得手，将场上比分改写为20。

下半场第 10分钟，姆巴佩接
德拉克斯勒的过顶长传获得单刀
机会，他冷静地晃过对方守门员后
推射破门，打进个人本赛季第4粒
联赛进球。10分钟后，又是姆巴佩
在右路强行突破，尽管他的射门被
挡出，但埋伏在后点的格耶轻松头
球破门将比分锁定为40。

上赛季痛失联赛冠军后，巴
黎圣日耳曼本赛季卷土重来，在
法甲赛场上展现出一骑绝尘的实
力，5轮联赛过后“大巴黎”取得全
胜，并轰进16粒进球。

法甲：

梅西、内马尔缺阵
“大巴黎”仍主场大胜

据新华社西安 9 月 12 日电
（记者刘彤）“第五轮动作，广东全
红婵，5253B，难度系数3.2。”随着
现场播报员报出广东选手全红婵
即将试跳的动作，西安奥体中心
游泳跳水馆内的观众屏住了呼
吸，他们都在等待全运会女子 10
米台决赛最后一个出场的选手全
红婵。伴随着“水花消失术”的再
次呈现，全场观众起立为全红婵
鼓掌欢呼，她凭借完美的发挥在
国内赛场成功登顶。

女子10米台决赛竞争十分激
烈，全红婵、任茜、陈芋汐、张家齐
等均有获得金牌的实力。在12日
下午进行的决赛中，全红婵发挥
稳定，在第四轮和第五轮难度系
数均为3.2的动作中，多位裁判打
出满分，“水花消失术”连续上演，
最终以 419.25 分、领先第二名近
20分的成绩完美登顶。陈芋汐和
任茜分获二、三名。

全运会延续东京状态

全红婵强势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