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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日凌晨!$%&皇冠赛
事迈阿密索爱公开赛第四轮!李娜面
对开赛以来最强对手"职业生涯曾两
次完败的利斯基!终于完成翻身大逆
转!'#("(#)"(#!职业生涯首胜德国
美女$ 而世界第一的阿扎伦卡玩出的
%惊天大逆转&绝非一般人可想象!面
对 %郑洁终结者&齐布尔科娃!阿扎一
度以"#("*#)落后!几乎铁定出局!但
白俄罗斯姑娘最终翻盘!将赛季连胜
纪录扩大到了!(场!依然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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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利斯基在斯图加特红土赛
和温网分别战胜了李娜!她强势的发
球令金花含恨的同时!也给中国网球
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迈阿密再度交
手!第一盘利斯基依然凶猛!李娜的
第一个发球局就没顶住!最终凭借多
破发一次的优势(#'先拔头筹' 但第
二盘中段开始!利斯基的状态便有了

起伏! 第)局面临破发点时送出双误
大礼!后虽追平比分!但在非保不可
的第"!局!'*#*的领先优势下被李娜
连下)分!扳平盘分'

决胜盘第'局!当李娜奋力守住!

个破发点!局面彻底倒向中国金花一
边' 利斯基又在面临破发时送出双
误!全场比赛她一共出现了+次双误!

虽数量与李娜相同!但作为一个发球
见长的选手!她的优势已经不见' 第(

局李娜二度破发成功!+#"领先!虽错
过了发球胜赛局!但在第,局全场第(

次完成破发!结束了比赛' 本场比赛!

利斯基由于发球手风不顺!不仅只有
"记&-.!多达+个双误!更送出/个破
发机会!仅保住了'个' 而她虽然在李
娜的发球局中制造了"*个破发机会!

但只兑现了)个!关键分的把握差异!

导致她未能三度战胜李娜' 而从中国
金花角度说!全场总得分/)#,*!娜姐
赢得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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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李娜的"0)决赛对手将是赛
会!号种子莎拉波娃' 目前两人的交
手记录是李娜)胜+负略处下风!但细
看交战历史!却是自!**/年伯明翰公
开赛以来!)战全胜且未丢一盘!其中
当然包括去年法网半决赛的胜利!以
及!*""年终总决赛小组赛的胜利'

几乎与李娜同时!莎拉波娃完成
了她的"0,决赛!面对过去三战全胜的
马卡洛娃!莎娃苦战超过!小时!才以
(#)"##(获胜' 比赛中!莎拉波娃出现
了""个双误!但她在成功化解了"+个
破发机会中的""个之后!令自己成功
脱身' 赛后莎拉波娃表达了首夺迈阿
密站冠军的雄心!!**+"!**("!*""年
她在这里都是亚军!至于与李娜的比
赛!莎娃泛泛地表示#%今天打得磕磕
绊绊!下一场保持连贯性绝对是非常
重要的' 需要让数据回升!回球也得

做得更好一
点! 各种小
细节这儿一
点点! 那儿
一点点 !都
需要注意'&

同样晋
级八强的还有赛会头号种子"迈阿密
站的卫冕冠军!赛季迄今保持不败的
阿扎伦卡' 白俄罗斯姑娘或许受连续
作战影响!状态有所下滑!面对同期
生齐布尔科娃! 职业生涯此前(胜"

负!此役第一盘两度遭遇破发!第二
盘又净吞)局!所幸及时醒转!接连保
发"反破!最终也上演了超级大逆转'

"*号种子小威倒是显出前世界
第一的女王气场!与斯托瑟的美网复
仇战!小威轰出!*记&-.!一发得分率
高达,+1' 不过赛末斯托瑟还是拼得
相当凶悍!小威化解了)个破发点后!

这才以##+"(#'结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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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足球圈!申思和祁宏的%兄
弟&关系人尽皆知' 然而!曾经胆小的祁
宏!正是被他的%兄弟&申思拉下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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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甲&末战'

足协方面准入规则的漏洞! 让重
庆力帆故意输球以留在中超的笑话发
生的可能性陡增!另一方面!天津泰达
必须战胜上海国际才能保住中超资
格! 并能避免重庆队输球保级的荒诞
场面发生(((如果重庆保级成功!将
成为世界笑谈!这对于南勇"杨一民政
绩影响太大了'

但由于当时上海国际仍有夺冠可
能!天津泰达老总张义峰向上海国际投
资人徐泽宪提出"!**万人民币换'分的
要求遭到拒绝!徐泽宪明确表示!上海
国际要冠军!不要钱' 天津方面在上海
国际不接招的情况下!买通足协副主席
南勇来为其做工作'

同样需要上海国际输球的南勇!找
到曾随他参加世界杯预选赛的申思' 据
申思身边的朋友回忆!%接到任务& 的申
思受宠若惊! 一口答应下来为南勇做通
关键球员的工作'在申思看来!南勇找他
办那么重要的事!是领导看得起他!认可
他的能力!%那段时间! 申思常开玩笑说
自己)是个人物*!领导让他做)大事*' &

于是!张义峰在南勇授意下!给申
思(**万元来打点上海国际核心球员!

最终! 上海国际主场"比!输给天津泰
达!天津保级成功!足协%输球保级&漏
洞被堵住! 而客场输给深圳的申花队
以"分优势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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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假球与反赌案其他假球最大
不同是!其动机不是为了个人得利!而
是为了足协当时的所谓%游戏规则&'

中超联赛于!**)年启动! 在制定
准入门槛上! 除了硬件达标! 就是积

分!而这个积分是将!**!年+!**'年两
个赛季甲&排名按照不同系数! 进行
捆绑计算出%中超资格积分&!具体的
方法是#!**!年的排名!*2+3!**'年的
排名4中超资格积分'恰恰是这个所谓
科学的排名! 埋下了!**'赛季力帆输
球进中超的可能性' 当时重庆力帆的
状况是这样的#!**!赛季!该队是联赛
第六名!但是在!**'年甲&赛季!力帆
战绩不佳! 要和天津争夺最后一个留
在中超的名额' 力帆最后一轮对阵青
岛!天津则对阵上海国际!按照当时两
个赛季捆绑计算中超准入积分的算
法!力帆要想进入中超!必须具备两个
前提!其一力帆队必须要输给青岛!其
二!上海国际击败天津!这样的话!力
帆积分就可以超越天津! 从而留在中
超'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输球进中超&'

著名足记李承鹏当年说#%输球才
能进中超!真是一个荒唐的规则' &为
了避免这个笑话的发生! 足协一方面
给各俱乐部下发通知! 要求各队不能
消极比赛!另一方面!足协副主席南勇
找到上海国际申思等人! 让上海国际
输给天津'

然而! 这又酿成了一个更大的笑
话! 当时的足协为维护荒诞的游戏规
则!居然要依靠打假球来实现'堂堂的
足协副主席南勇!申思"祁宏等四大国
脚联手制造假球是为了维护组织的利
益和领导的政绩! 但当这一切东窗事
发时!当时的组织也保护不了他们!因
为触犯了法律'

中国足球大审判的第二次庭审
也是日益临近! 尽管目前对于开庭时
间依然没有最后的定论! 但可以确定
的是!与第一次开庭审理的模式一样!

即将开始的第二次反赌案也将于辽宁
的几座城市同时开庭'

南勇案5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 谢
亚龙和蔚少辉案5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
院' 邵文忠案5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申思"祁宏等人案5沈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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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米兰俱乐部!#日发布通
告!声明拉涅利已经不再担任%蓝黑
军团&主帅'

国际米兰客场以*5!不敌尤文图
斯之后!就有媒体猜测拉涅利将要走
人' !(日下午!国际米兰俱乐部主席
莫拉蒂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全力支持

拉涅利!至少会到今年(月'然而过了
不到半天的时间!拉涅利的头衔已经
变成了%国际米兰前主教练&'

国米本赛季不堪回首' 首任主
帅加斯佩里尼赛季之初连败无胜!

旋即被炒鱿鱼' 拉涅利随后上任!球
队战绩一度稍有起色! 但迅速故态

复萌!最近"'场比赛只胜两场!且被
马赛队挡在了欧冠八强大门之外'

现在看来! 他们甚至都难获得下个
赛季欧罗巴联赛的参赛资格'

意大利当地有消息称! 不久前
被切尔西俱乐部解雇的博阿斯很有
可能接任国米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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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给曼联制定出争冠时间表的
弗格森北京时间!#日如愿以偿#%红
魔&凭借鲁尼本赛季攻入的第!/球!

在英超第'*轮中"#*击退富勒姆!就
此以'分优势超越曼城!登上榜首'

在上半时结束前'分钟!鲁尼接
埃文斯的回敲!近距离攻门得手'这
是曼联在全场压倒性的(*"控球

率""/次射门下的唯一进球'

全面被动的富勒姆防守组织得
不错!门将施瓦泽多次化解险情' 终
场结束前不久!丹尼,墨菲在禁区内
被卡里克放倒! 客队球员示意应判
点球!但裁判没有理睬!主队"球锁
定胜局'

#*岁的曼联老帅在赛前曾表示!

%我们在正确的位置!并有着正确的时间
安排!更重要的是还有着正确的队员&'

如%爵爷&所言!曼联在联赛剩下
的,场球中! 除了)月'*日与曼城的直
接对话外!其余对手都在中下游徘徊!

难以对其构成威胁'曼联今天拿到的'

分可以说让他们彻底掌握了争冠主动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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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晚!!*"!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
继续进行!在正赛首轮的一场比赛中!丁
俊晖迎战外卡轮晋级选手沃拉斯顿' 比
赛开局丁俊晖状态十分低迷! 上半场被
对手连胜四局拿到赛点' 下半场比赛丁
俊晖迎来了大爆发! 连胜五局上演了超
级大逆转!+#)将沃拉斯顿淘汰出局后!

丁俊晖次轮将对阵塞尔比'

丁俊晖本赛季状态起伏非常大!特
别是进入到!*"!年之后! 德国赛首轮出
局威尔斯赛又成功夺冠! 但随后海口赛
再度首轮出局! 丁俊晖随后又在冠军联
赛总决赛中夺冠' 沃拉斯顿与丁俊晖同
龄! 不过职业生涯亮点不多!6%-总决赛
之后其世界排名为第+!位' 中国赛资格
赛他战胜田鹏飞!邦德以及瑞恩,戴之后
出线' !(日的外卡轮!沃拉斯顿+#"力克
中国外卡选手陈飞龙!闯入正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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