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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在 9 月

3 日进行的一场美网女单第四轮比赛

中，卫冕冠军、头号种子大坂直美以 5:

7、4:6 不敌 13 号种子本西奇，在硬地大

满贯的 17 连胜也遭到终结。此外，大阪

直美的落败也导致巴蒂将在下周重返

世界第一宝座。

大坂直美和本西奇之前有过 3 次

交手，本西奇 2 胜 1 负占据上风，而且

在今年印第安维尔斯和马德里两次交

锋都笑到了最后。 全场比赛，本西奇一

发得分率高达 82%，29 个制胜分，12 个

非受迫性失误，9 次上网全部得分。 大

坂直美虽然有 9 个 ace 和 26 个制胜分，

但也有 21 个非受迫性失误。

比赛中大坂直美的膝盖依旧缠上

了绷带，这个伤病源于今年夏天的辛辛

那提公开赛， 当时就导致了她因伤退

赛。 和本西奇的比赛中，大阪直美也叫

了医疗暂停来进行治疗。 但是赛后，大

坂直美认为膝盖不是输球的原因，毕竟

自己先前已经打过了三场比赛，当时唯

一需要的就是止痛药。

“当我无法打出自己最棒的网球

时， 仍然需要去面对发挥最佳水平的

对手， 我需要去想办法赢得那些比

赛。” 大坂直美直言自己的确有一些伤

心， 十分想要去卫冕这项赛事， 但是

现在更加坦然： “我不想把一场比赛

看得太重。”

本场比赛之后，瑞士姑娘本西奇时

隔五年再进美网八强，这也是她职业生

涯第二个大满贯八强，同时这也是她生

涯第四次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 小

威

1

次和大坂直美

3

次）

， 她下轮将战

维基奇。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黝黑的

皮肤、疲惫的面容，昨日中午刚抵达

广州下榻酒店的武磊， 傍晚便出现

在天河体育中心足球场与国足一同

合练。 作为国足唯一的留洋国脚，武

磊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认为“归化

球员” 艾克森的加盟将有助于国足

的提高， 并表示对本次国足冲击世

界杯的征程有信心。

上一次武磊为国足出战还是亚

洲杯，一别便是 8 个月，再次出现在

媒体面前， 众人纷纷感慨武磊变黑

了。 由于备战新赛季西甲，武磊错过

了八月底国足的合练。 昨日，国足专

程等武磊归队后才拍摄新一期的全

家福。 而武磊抵达广州的第一天，还

没来得及调整时差， 他便迫不及待

与球队合练，“现在的状态还是比较

疲惫，过两天应该会好一些。 ”

本期的集训， 艾克森正式成为

国足一员， 对此武磊表示十分期待

二人再次合作，“以前他不管在恒

大、上港还是国家队，对球队作用非

常大，在上港的时候我们很默契，他

的特点可以很好地帮助我， 把我的

特点发挥出来”，前一天艾克森也表

示， 要帮助武磊进更多球，“我们在

一起配合很长时间， 他的特点可以

帮助我，所以他在这个队里，我感到

很开心。 ”

本月国足即将踏上世预赛的新

征程，武磊表示，这一次代表国家队

有信心进入世界杯，“世界杯是我的

梦想，上一届我们是有机会的，最后

还是差一些，上一届的经验过程，给

我们有很好的帮助。 这次我们有很

大信心去实现目标和梦想。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昨

天， 美网女双第三轮继续进行， 12 号

种子段莹莹/郑赛赛以 6:4、 6:3 击败了

帕芙柳琴科娃/塞瓦斯托娃， 首次在美

网打进八强。

她们也成为 2010 年来第一对打进

美网女双八强的中国大陆组合

（

2009

年的郑洁和晏紫）

， 下一轮她们将战 4

号种子梅尔滕斯/萨巴伦卡。

复盘这场赛事，首盘前四局双方战

成 2:2 平，随后两局各自保发。 此后段

莹莹/郑赛赛在第 8 局再度破发成功，

取得 5:3 的领先。 但在发球胜盘局，他

们遭到破发， 但是依旧以 6:4 拿下首

盘。

第二盘， 段莹莹/郑赛赛开局取得

2:0 的领先， 随后对手将比分扳平。 不

过，此后的比赛中，中国组合依旧掌握

了主动权，在第 9 局发球胜赛局，段莹

莹和郑赛赛顺利保发后以 6:3 取得了

胜利。

前场美如画！ 武磊归队搭档艾克森

国足锋无力将成“过去式”？

托西奇被禁赛六场

信息时报讯（记者 邹甜 ）

尽管

目前是中超间歇期， 但广州富力外

援中卫托西奇昨日上了热搜，足协

正式开出一张重磅罚单———托西奇

在广东德比中辱骂裁判被停赛 6

场，罚款 6 万。这对于本就软弱的富

力后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

这等于宣布托西奇将提前告别本赛

季。

去年托西奇以塞尔维亚世界杯

主力中卫身份加盟富力， 然而本赛

季随着萨巴、登贝莱的加盟，他沦为

了第四外援。 直到本赛季中期，他

逐渐找回了状态，并在对阵上港的

比赛中成为绝平的“奇兵”。 在广东

德比中，托西奇吃到“红点套餐”，而

足协的这张追罚罚单，将托西奇停

赛的场次增加至 7 场， 这正好是本

赛季联赛剩下的场次， 因此托西奇

将提前告别本赛季中超。

富力俱乐部总经理章彬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德比后次日便向中

国足协解释及申诉，但足协方面拒

绝申诉，“托西奇确实有不当行为，

对此我们还会进行内部处罚。 ”

足球城市冠军杯开幕

信息时报讯（记者 冯爱军）

“绣

林康体” 第 9 届广东省五人足球城

市冠军杯赛于上周六在广州番禺新

安菲客足球公园打响第一天的比

赛，来自广东省 18 座地级以上城市

的 32 支球队时隔一年再次聚会，按

照世界杯的赛制角逐第 9 届广东省

五人足球城市冠军流动杯———五足

景德青花

斝

。

前两轮赛事取得两战两胜的球

队有四支，他们是廉江断箭、广州牛

牛净水器、广州典实 442、江门允元

友联、深圳碧波狂人足球装备。这五

支球队成功晋级 16 强。 16 支打进

全省 16 强的球队将在下周六、日进

入淘汰赛， 排出广东省城市冠军杯

前 16 名。

值得一提的是， 在第一比赛日

的 24 场比赛中共打进了 162 球，有

115 人成为射手， 平均每场打进

6.75 个 。 很多来现场看了比赛的球

迷认为， 广东各地市的五人足球水

平真的提高了不少， 除了个别几支

球队的实力较为突出外， 其他九成

的球队实力都在伯仲之间。

美网女单又爆大冷

卫冕冠军无缘八强

郑赛赛/段莹莹首进美网女双八强

业余比赛也对抗激烈。 冯爱军 摄

▲

武磊与艾克森在上海上港队时就是

锋线搭档。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摄

荩

里皮单独指导武磊。 陆明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