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

."/

!"#$%

!"

&

!#

'()*+

!记者!" #$

" 体操世锦赛最后
一天#中国女队终于打破金牌荒#"#

岁的眭禄在平衡木上以一套无懈可
击的高难度动作摘得金牌# 这也是
这位年纪不大的队中$老将%的首个
世界冠军&

眭禄当天的动作难度分高达
$%$&&# 完成分更是达到了#%!$$分#

而"'%($$的总分远远超出了获得银
牌的队友姚金男的"'%"))分#毫无悬
念地将冠军收入囊中&

眭禄早被中国女子体操队寄予
厚望# 然而临场发挥却让她几次与
世锦赛金牌失之交臂# 期待已久的
爆发让她兴奋之余#反而有些平静&

$自己很想拿这块金牌#就豁出

去了&前两次世锦赛都没拿#这么放
弃了肯定自己会非常遗憾# 而且教
练都没有放弃我# 在我身上花了很
多心思#%眭禄说&

除了平衡木之外# 眭禄当天还
在自由操上发挥出色# 拿到"'%&$$

分# 眼看着双料冠军的头衔就要到
手# 不料最后一个上场的俄罗斯选
手却以&%&$*分的微弱优势将这个单
项冠军抢走&

$说实话#最后看到只差了那么
一点点#还是有些失落#%她说#$不
过也好#一下子如果拿了两个冠军#

后面就没有奋斗目标了& %

中国女队总教练陆善真表示#

这次世锦赛眭禄已俨然成为领军人
物# 而赛前对眭禄心理的疏导非常

关键& 这次来东京之后#很多领导和
专家共同对她进行掌控#为她减压&

$在前几年的比赛里她总会出
现一些问题#但是今天冲过了#我相
信她伦敦奥运会的前景会不错#%陆
善真说&

对于明年的奥运会#眭禄自己依
然相当保守& $首先还是先进了奥运
名单再说# 希望还能有稳定的心态#

现在到奥运也没有多长时间#体重和
思想都不能有太多起伏#除了自由操
和平衡木#高低杠和跳马也要加以练
习#多一项就多一点把握#%她说&

眭禄说# 夺冠以后她最想感谢
的是一直以来支持自己的人们& $之
前一直不顺利#让大家失望了#而大
家一直支持我#我很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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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体操队在"$日的世锦赛
收官之日表现出色#先是
在平衡木上眭禄和姚金男
包揽冠'亚军#接着奥运冠
军邹凯和卫冕冠军张成龙
在最为惊险刺激的单杠比赛
中摘得金牌和银牌&眭禄和张
成龙还分别在女子自由操和
男子双杠上获得亚军&

加上"'日陈一冰的吊环冠
军'邹凯的自由操亚军和黄秋爽
的高低杠第三名# 中国队在"&

个单项上共获得)金'银"铜# 而
上届世锦赛中国队的单项收获是)

金)银& 中国队的团体成绩和上届
持平# 男团五连冠# 女团则 $蝉
联% 第三& 全能方面# 第一次参加
世锦赛的新秀姚金男获得女子全能
铜牌# 只稍逊于去年江钰源创下的
该项目最好成绩银牌&

中国队以+金'银)铜的成绩位
列奖牌榜榜首& 总教练黄玉斌认为
男'女队都表现出了应有水平#尤其
是在单项比赛中&

"#岁的湖南姑娘眭禄成为结束
日的耀眼之星& 她先是在平衡木上
以几乎无懈可击的表演和绝对优势
第一次成为世锦赛冠军& 在"&厘米
宽的窄木上# 眭禄的所有跳跃' 翻
腾几乎都稳稳扎住# 只出现一个小
晃动# 在全场最难的$%$分的动作
上# 赢得了最高的完成分#%!$$分#

"'%($$分高出队友姚金男的亚军成
绩&%$))分&

之后# 她又在自由操比赛中有
出色表现#动作舒展充满韵律感#四
串跟斗也大都稳稳站住# 难度$%"分
的动作获得(%#$$的完成分&不过#由
于科莫娃弃权而替补最后一个出场
的俄罗斯选手阿法纳谢娃表现更趋
完美#完成分达到#%&))分#以&%&$*

分的优势抢走金牌&

已经第三次参加世锦赛的眭禄
算是一位老将了# 但是前两年一直
为心态所困#重大比赛时有失误#而
现在的眭禄# 用女队主教练陆善真
的评价#就是$冲过了这一关%&

观赏性最强的男子单杠决赛最
后登场#中国队的$双保险%!!北京
奥运会冠军邹凯和世锦赛卫冕冠军
张成龙果然$保险%& 他们不仅难度

高出对手一筹# 分别达到骇人的*%*

分和*%$分#完成也都不错#落地稳稳
站住#结果分别以"$%++"分和"$%)$$

分领袖群雄&

东道主名将' 全能冠军内村航
平被安排为本届世锦赛收尾& 他以
眼花缭乱的翻腾和稳稳的落地赢得
一片喝彩#但因为难度只有*%)分#只
能获得铜牌&

$今天发挥得非常好#%邹凯说#

决赛对手非常多# 所以他必须要发
挥出最好水平# 教练也评价说这是
他完成质量最高的一次&

在邹凯之后上场的张成龙则
说# 看到邹凯已经为中国队拿到一
个保险的分数# 他就是上去拼一把
了& 不过他坦言自己杠上动作还是
有瑕疵#而且难度也比邹凯低&%"#所
以$输也是心服口服%&

此前# 张成龙在卫冕冠军冯
失误的情况下# 为中国队获得一枚
双杠银牌& 冠军被美国选手莱瓦以
"'%$))分获得#优势只有&%"分&

中国选手没有进入男子跳马决
赛& 韩国的亚运会冠军杨鹤善在一
场高质量的比拼中夺冠# 两跳平均
分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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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北京体育台爆料#

,-.新疆队管理层透露新赛季将为
球队配备一架专机#如果此事属实#

那么新疆广汇将成为,-.历史上第
一支拥有专机的球队# 而在中国体
坛所有联赛的球队中# 这恐怕也将
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

$近日# 一位新疆广汇的管理层
官员透露#新疆广汇俱乐部在新赛季
将为球队配备一架专机#目前这架原
有"#&座的飞机正在进行改造# 改装
后将变为)&座的球队专用飞机& %北
京电视台的记者孟伟在微博上说&

连续三年的亚军正在考验着新
疆队管理层的耐心# 每一年他们都
在不断加大投入# 不仅投入在阵容
上# 在球队的硬件上新疆队也已经
达到了联赛的顶级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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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第三届$海航
杯% 海南桥牌邀请赛在三亚圆满落
幕& 中国平安队获得.组冠军#并获
得(万元的奖金&

据了解# 此次比赛由中国桥牌
协会' 三亚市人民政府和海南省文
体厅共同主办#三亚市文体局'海南
省桥牌协会组织# 三亚天泽实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中汇宏基实
业集团协办#比赛规格较高& 而!&万
元的总奖金以及一流的软硬件比赛
条件也成为此次比赛的一大亮点&

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支高
水平参赛队伍参赛#是继$全国桥牌
混团邀请赛% 之后海南又一项国家
级桥牌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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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 ) *

俄罗斯 ! + & $

日本 ! " + *

匈牙利 " & & "

韩国 " & & "

德国 & ) & )

巴西 & " " !

法国 & " & "

英国 & & " "

越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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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晚结束的!&""年上海网
球大师赛男单决赛中# 赛会!号种
子'英国名将穆雷以*(''$(+战胜西
班牙选手费雷尔#成功卫冕#这也意
味着穆雷的世界排名将超越费德
勒#紧随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位居
第三&

$我今年的目标不是超越费德
勒#也不是世界第三的排名#我只希
望自己可以不断赢得比赛# 不断前
进& %虽然近几周默里表现抢眼#但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这位英国天
才依然表现淡然&

穆雷和费雷尔之前共交手*次#

费雷尔赢得了红土场上的)次#而穆
雷则包揽了硬地的胜利& 比赛开始
后#双方很快进入状态#各自实现破
发#双方战成"("#随后比赛继续胶
着状态#两人各自保发& 关键的第""

局中# 穆雷凭借对手双误以$('领
先#之后英国人顺利保发#以*('先
下一城& 第二盘比赛#两人重复了首
盘伊始的局面# 交替破发战成"("#

随后底线相持异常稳健的穆雷开始
向对方施压#并逐渐控制住局面#再

次破发后#英国人以)("领先& 之后#

穆雷将领先优势保持到最后#以$(+

结束比赛&

$我尽了全力想战胜他#但他发
球很好#很少犯错误#速度又快#最
重要的是他充满信心& %赛后的新闻
发布会上# 费雷尔这样评价这场决
赛&这是费雷尔第三次进入./0"&&&

大师赛决赛# 可惜三次皆与冠军失
之交臂&

相比起费雷尔# 穆雷在本赛季
表现出色# 不仅四大满贯赛事都打
进四强# 之前还将+座./0赛事的冠
军奖杯收入囊中# 包括泰国赛和东
京赛& $跟纳达尔在东京赛决赛的较
量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那场比赛是
我这段时间打得最好的比赛# 我非
常开心#%穆雷说&

在当天率先结束的双打决赛
中#白俄罗斯选手米尔尼和加拿
大选手内斯特的组合以!("战胜
法国选手罗德拉和塞尔维亚选
手泽蒙季奇#获得本赛季第三座
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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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省文体厅'省文明办'省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办1海南日报社
南海网承办的$第二届海南省中老年
人广场健身舞'¯(大赛%#从"&月"*

日起正式进入报名阶段&

报名要求( 参赛节目可是各类
广场健身操!舞"'太极拳'秧歌舞#

种类不限) 参赛人员年龄须在+&岁
至*&岁之间)参赛团体人数不限&

本届大赛共有三种报名方式(

一是可通过南海网 23445677389:9;<%

3=;>?@%A;7=;:>BCD@A""%535E下载报名
表 # 填 写 后 发 送 至 电 子 信 箱
3=;>?@3:F"$)%A9G或邮寄至海南日
报社(楼南海网活动部)二是可以拨
打报名电话 ($$("&'+!'$$("&'#"'

")$+($+(#("进行报名咨询)三是可
在当地文体局或者由大赛组委会指
定的报名点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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