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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法网

男单比赛目前已经接近尾声， 在击败

同胞瓦林卡后， 费德勒打入了今年法

网半决赛，今天晚上，前者将会和纳达

尔上演第 39 次“费纳决”。 纳达尔是在

3:0 击败锦织圭后晋级的。 此前纳达尔

已经连输费德勒 5 次，但在红土场上纳

达尔，却以 13:2 的战绩遥遥领先。

费德勒和纳达尔上一次碰面还是

在 2017 年上海大师赛， 两人上一次红

土交手则是在 2013 年罗马大师赛，上

一次在法网对决则要追溯到 2011 年。

“没有两场比赛会是完全一样的，我们

一直都在努力， 所以看看会发生什么

吧。 ” 纳达尔谈到接下来的对决时说：

“我预计他会打得很有攻击性，会改变

节奏， 会来到网前。 这是我的感觉，我

觉得他会这么做的， 因为他现在状态

很好。 ”

至于应对的方式，纳达尔也已经盘

算好了。“我必须保持强硬， 我的击球

必须有足够的力量， 才可以让他不能

在自己舒服的位置击球。 我需要让他

非常难受， 让他没有机会来到网前打

出攻击性的击球。 我想如果我的正反

拍都表现出色的话， 那么他就有麻烦

了，不然的话我自己就会陷入被动。 ”

费德勒略处下风

费纳决可以算得上是网坛历史上

最经典的对决了， 两人第一次相遇发

生在遥远的 2004 年迈阿密大师赛，当

时初出茅庐的纳达尔直落两盘击败了

世界排名第一的费德勒，爆冷进入了男

单 16 强。 此后两人总共交战 38 场比

赛，纳达尔 23 胜 15 负占据优势。 其中

两人在决赛中相遇过 24 次，纳达尔 14

胜 10 负同样占优。

从两人此前的 38 次交手来看，费

德勒想要赢下这场半决赛的难度非常

大。 首先，费德勒从未在法网战胜过纳

达尔，而且红土场，两人交锋，瑞士人的

成绩仅为 2 胜 13 负；其次，两人在 15

年交手中从未出现过一方能 6 连胜的

情况，纳达尔这次对费德勒之前恰是遭

遇了对阵费德勒的 5 连败。 从 2015 年

巴塞尔室内赛决赛输球开始，纳达尔已

经连续 5 次碰面没有获得胜利了。纳达

尔上一次战胜费德勒还要追溯到 2014

年澳网，西班牙人在半决赛直落 3 盘击

败了费德勒后，打进了澳网男单决赛。

“我打了 5 场比赛才走到他面前，

所以我会很高兴。当我确定要参加红土

时，我就在期待这一刻的发生，如果我

只是想要避开他，那我就不会参加红土

了。 ”尽管对阵纳达尔时往绩并不占上

风，但费德勒显然非常期待即将到来的

比赛，“我会针对左手侧，以及发球和其

他做更多练习。这就是为什么在面对上

旋球、滑步击球和反弹球时，我必须表

现得无所畏惧，这正是需要做的。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6 月 5

日，BIG3 传奇三对三联赛在深圳举行

发布会。 会上宣布今年 11 月，BIG3 将

会选派三支出色的球队来到中国，在 7

座城市进行比赛。 BIG3 联赛创始人艾

斯·库伯，联盟理事德雷克斯勒，以及九

零加国际体育集团董事长江山等出席

了新闻发布会。

BIG3 联赛诞生于 2017 年，为了打

造一个专业的、球员当家做主的三对三

篮球联赛而创立。刚刚迎来第三个赛季

的 BIG3 联赛发展迅速， 在原有的 8 支

球队的基础上迎来了 4 支生力军，比赛

的站数也从原本的 10 站比赛增加到 18

站。6 月 22 日开始的每个周末，BIG3 将

在全美 18 个城市依次打响。

今年 11 月，BIG3 将选派三头怪、

三州和力量三支球队在国内七座城市

开展 BIG 传奇三对三中国赛。这三支球

队中，力量队是上赛季卫冕冠军，拥有

马盖蒂、莫布里、格伦·戴维斯等球星；

三州队主教练“J 博士”欧文，率领小奥

尼尔和斯塔达迈尔在内线翻江倒海；佩

顿执教的三头怪同样实力不俗，拥有拉

沙德·刘易斯、拉里·桑德斯和前热火总

冠军后卫查尔莫斯。

“我们其实非常希望邀请到中国球

员。 我和姚明说了， 但是姚明说他有

工作在身； 我和巴特尔说了， 但是他

身体不允许。 易建联在 CBA， 还在

打， 所以我们未能如愿。” 德雷克斯勒

介绍说， “BIG3 不是给老年人、 退役

球员设计的， 是给刚离开 NBA 的球员

设计的联赛。 以前 BIG3 是 30 岁以上

准入， 这个赛季刚刚改到 27 岁以上。

之前也有 NBA 球员找不到工作， 但在

BIG3 打得很好， 又回到 NBA 找到机

会的例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穿上

中国队的球衣非常自豪， 我的父母都

为我感到骄傲”，昨日傍晚，中国男足

在越秀山体育场进行了第二天的训练

课，中国足球历史上首位“归化国脚”

李可在入选国家队后， 首度正式接受

媒体的采访，鉴于其中文水平有限，国

足还为记者们安排了中文翻译。

在这两天的训练中， 李可一直是

媒体追逐的目标， 因此国家队昨日满

足了媒体的需要，安排了李可的群访。

这是李可进入国家队后的首次正式的

官方采访，他用英文表示，第一次穿上

中国队球衣， 让他感到骄傲，“刚入选

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通知妈妈， 因为

有时差的原因， 但她知道之后非常开

心。 ”

李可曾表示， 自己的梦想就是入

选国家队， 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我

的第一步梦想实现了。 ”入选之后，里

皮专程与李可进行沟通，“里皮主教练

在训练中将我安排在他希望我踢的位

置上，我也很喜欢这个位置，我会尽力

做好，希望每堂训练课后都有进步。 ”

谈起对里皮的印象， 李可说：“他在足

球方面非常有经验， 希望能多跟他学

习。 ”

昨日，李可身穿27号训练服，但他

表示自己希望得到8号球衣。从首日的

训练看来， 李可跟外语更流利的国安

队友于大宝交流得比较多。 被问道语

言会否成为其融入球队的障碍时，李

可不以为然，“足球就是一种语言。 我

们在足球场上，就是用足球沟通的。 ”

第39次“费纳决”将在法网半决赛上演

罗兰加洛斯，纳达尔从不怯场

退役NBA球星再穿战袍

“ BIG3传奇三对三”携巨星举办中国赛

入选国足后首次接受正式采

访———

李可：“穿上中国

队球衣很自豪”

纳达尔轻取锦织圭晋级半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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