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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邓菲菲）

在

上个月的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总决

赛中， 张本智和决赛击败中国选手

林高远， 成为该项赛事史上最年轻

的单打冠军。 凭借这个分量不轻的

冠军， 张本智和在最新一期的世界

排名上升至第三位，以 15 岁 189 天

成为国际乒联史上最年轻的世界第

三。但他的“野心”不止是世界第三。

其实早在总决赛夺冠之后，张

本就透露了自己的梦想： 以世界排

名第一的身份征战 2020 年东京奥

运会， 在所有参加的项目中都夺得

金牌。 所以当最新一期世界排名公

布，他的排名从第五上升到第三、创

造史上最年少纪录时， 张本智和只

有短暂的喜悦：“我的世界排名上升

到第三了！ 说实话，很开心！ 但是我

丝毫没有满足于此。 我的目标是一

定要在 2020 年 1 月登上世界排名

第一的位置！为了实现它，我会继续

每天和爸爸、仓岛

（ 洋介）

等教练一

起，以拼死的劲头努力训练，提高技

术。 ”

还未满 16 岁的张本智和自出

道以来已经创造了一系列“最年

轻” 纪录： 最年轻的公开赛男单冠

军、 最年轻的世乒赛八强选手、 最

年轻的总决赛男单冠军……2019

年才刚刚开始， 张本智和又连创两

大纪录， 除了成为世界乒坛史上最

年轻的世界第三， 他还超越水谷

隼、 成为日本乒乓球史上排名最高

的男单选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邓菲菲 ）

昨天，

2019 年 WTA 国际网球公开赛深圳站展

开女单 1/4 决赛的争夺。在首场兹沃娜列

娃和库德玛托娃的俄罗斯“红粉德比”进

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现场比赛由于雨势

过大无法继续，深网组委会在 18:08 分宣

布当日比赛取消、延后进行。 根据新公布

的赛程，五届大满贯冠军莎拉波娃和去年

武网冠军萨巴伦卡的强强对话将于今天

下午 1 点在中央球场上演，随后是兹沃娜

列娃和库德玛托娃的补赛，金花独苗王雅

繁与罗马尼亚怪球手尼库莱斯库的比赛

被安排在第三场。

前几日深圳寒冷的天气给球员带来

了不小的麻烦，昨日气温开始回升却又带

来了新的问题———下雨。 原定于上午 11

点开始的比赛一拖再拖，在下午 14:45 才

正式开赛，但最终还是因为雨势过大无法

继续。 根据 WTA 的规定，开赛时间已经

超过一小时视为门票正常使用、持票人无

权要求换票，但深网组委会仍作出了免费

换票的决定，购买了 1 月 3 日门票的观众

都可以凭有效证件和门票换取 1 月 4 日

同等级别的门票。

经历了赛程调整后，比赛的顺序也有

所改变：除了莎拉波娃和萨巴伦卡这场焦

点战以外，金花独苗王雅繁将在中央球场

第三场出场，与罗马尼亚的尼库莱斯库争

夺半决赛的席位。 此外，1 号球场还有两

场有中国金花参与的女双比赛：第一场段

莹莹搭档节课选手沃拉科娃对阵日本选

手日比野菜绪和乌克兰选手卡列尼娜的

跨国组合；彭帅/杨钊煊与兹沃娜列娃/巴

辛斯基的比赛则不早于下午 3 点开始。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凯尔

特人队昨天在主场以 115:102 击败森

林狼队，赛后凯尔特人球星海沃德成

为了焦点。 在凯尔特人头号球星欧文

因伤缺阵的情况下，海沃德替补出战

32 分钟，18 投 14 中得到了全场最高

的 35 分， 刷新了本赛季的个人得分

纪录。

“我觉得我正在慢慢地找回原来

的那个自己。 比如横向移动，这一点

就比赛季刚开始时好多了，但我认为

现在真的很接近原来的那个我了。 ”

海沃德赛后接受采访时说道。 2017

年，以“夺冠基石”的身份加盟凯尔特

人的海沃德，在常规赛首秀遭遇脚踝

骨折的重伤，并随即赛季报废。 本赛

季复出后，他迟迟未能找回全明星球

员的水准。 状态时好时坏，上一场对

阵马刺的比赛， 海沃德三分球 5 投 0

中一分未得。

海沃德透露，自己还没有完全从

伤病中恢复，但他有信心在季后赛阶

段找回昔日的最佳状态。“我的垂直

弹跳能力还需要时间来恢复，现在我

的脚踝还有些疼痛。 但我觉得到了 4

月份或 5 月份，那时我的感觉肯定会

比现在好得多。 我每天仍然坚持对脚

踝做着治疗， 每天都在努力变好，而

且我的确在变好。 ”海沃德说道。

有趣的是，海沃德上一次刷新自

己的赛季得分新高，对手同样是森林

狼队，他在那场比赛中得到了 30 分。

另外，海沃德替补得到 35 分，是凯尔

特人队自 2005 年以来的替补球员单

场最高得分。 2005 年 4 月，里基·戴维

斯曾经替补上场为凯尔特人砍下 36

分。

詹姆斯离开骑士之后，凯尔特人

并没有如愿地称霸东部。猛龙、雄鹿、

76人甚至是步行者都在为东部头名

而竞争，唯独凯尔特人暂时掉队。

如果凯尔特人现在还不奋起直

追，那么这个赛季，他们恐怕又是陪

跑的命。

凯尔特人的史蒂文斯是一位值

得信赖的主帅， 在击败森林狼后，

他执教生涯的常规赛胜场数达到了

243 场， 超越比尔·费奇， 升至凯尔

特人队史第五。 排名前四位的分别

是奥尔巴赫

（

795

场）

、 海因索恩

（

427

场）

、 里弗斯

（

416

场）

和 KC·

琼斯

（

308

场

）。

真正束缚凯尔特人前进的是球

队的伤病， 上赛季欧文和海沃德缺

席季后赛， 让凯尔特人失去了争霸

的绝对实力。 这个赛季， 凯尔特人

依然受到了伤病的困扰。 昨天的比

赛不仅欧文缺席， 霍福德也处在上

场时间受限的状态当中。 此前， 霍

弗德因为膝盖疼痛连续缺席了 7 场

比赛， 复出后他的出场时间被限制

在了 25 分钟之下。

依仗着斯马特、杰伦·布朗、塔图

姆和罗齐尔这些顶级角色球员，凯尔

特人应该能够在季后赛占据一个席

位。 但如果要完成争冠大业，没有欧

文、 霍福德和海沃德这些球星撑场

面，“绿衫军”肯定没戏———东部的竞

争对手已经是狠角色， 西部的勇士、

火箭和雷霆这些“豪门”，更是目前这

支凯尔特人惹不起的。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凯尔特人球星海沃德收获个人赛季最高分

“绿衫军”急需巨头撑腰

伤病束缚凯尔特人前进

当最年轻的世界第三仍不满足

张本智和：2020年登顶世界第一

深网比赛因雨延误

莎娃王雅繁今日轮番登场

胜利后，接受采访的海沃德享受队友的“冰水浴”庆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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