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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和莎拉波娃过往曾有!"次交
锋!本赛季也在迈阿密相遇!更不必提
莎娃的现任教练托马斯两年前曾是李
娜的教练! 两人之间再熟悉不过" 所
以!比赛一开场!完全跳过互相试探的
环节!莎娃率先破发!李娜立即反破"

第!"局! 李娜再次取得破发!##$拿下
首盘"

第二盘李娜依然高歌猛进! 拿走
了莎娃发球局前!%分中的!&分!$#"的
局分几乎要压垮球网对面$重炮%屡屡
达不到效果的莎娃&但此后!压力转移
到了中国金花一边! 之后的#局比赛
中!李娜送出了'$记非受迫性失误!帮
助莎娃死里逃生& 尤其在非保不可的
第(局!李娜$"#"领先!手握)局点!竟
被莎娃连破&分!前世界第一在送出一
个$隐形蛋%之后!又在决胜盘连赢了'

局!比赛的风向顿时扭转&

!#$落后时!李娜终于打回了开赛
之初的水平! 高质量的底线回球帮助
她两次回破得手&第!!局)"平后!比赛
第一次被雨水打断! 但双方很快回到
场上!李娜有惊无险保发!将压力又推
向莎娃一边&非保不可的这一局!莎娃
出现了全场第!"记双误! 也高压失误
送出一个赛点! 但她火力全开逼得李
娜在下一分回球出界! 成功将比赛带
入抢七&比赛再次被雨水打断!而当双
方第三次回到场上! 已是两个小时以
后& 李娜虽第二度表现出顽强!"#)落
后追至&平!但仍以&#%憾负!与莎娃交
手纪录也被改写为$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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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比赛真是拿我们开玩笑!这么
大的雨很难打球&不过离开'等待两个
小时之后! 你还是要在大雨中打球
((%李娜赛后虽少不了抱怨!但她也
说到#)不过我还是会带着一些积极的

事离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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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更强大'更
坚强& %

不过! 在雨中比赛是两位球员都
同意的! 决胜盘抢七之前裁判征询了
两人的意见! 她们决意要把第!'局打
完!哪怕场地状况已经一团糟&如果李
娜把握住了她的赛点!也就)秒杀%成
功了&但李娜和莎拉波娃又都等了'个
小时!再用&分钟的抢七彻底了结了这
场用时'小时&%分中的比赛&

)这真是一场艰难的比赛!那么多
波折!为了一个决胜盘抢七又等了一
两个小时& 这种时刻要分辨谁是赢
家!谁是输家已经很难了!起起伏伏
都在一场比赛里!但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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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卫冕罗马赛冠军的莎拉
波娃!也在赛后大大恭维了李娜!)能
战胜这种等量级的选手真太好了!尤
其是知道她能在红土上表现有多好'

她又如何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回了最
佳水准之后& %

尽管输得遗憾! 李娜还是面带笑
容出现在颁奖典礼上! 她的心已经飞
向了巴黎& )法网!我想我已经准备好
了& %红土赛季一个亚军'两个八强的
战绩总体优于去年!这给了李娜
信心!也给她带来丰厚的积分
回报& 罗马赛的#'"个亚军
积分! 是她在大满贯赛以
外的赛场里所抢下的最
高积分! 凭此她也成功
挤掉沃兹尼亚奇' 甚
至巴托丽! 以$(#&分
排名世界第七! 成功锁
定法网%号种子身份& 前
八种子的身份将保护她在
半决赛前不会遇上小威或是

巴托丽' 斯托瑟这等 )顽敌%! 相对
而言!*+决赛若碰沃兹尼亚奇' 兹沃
娜列娃或是利斯基! 李娜赢面还是很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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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学校推荐上岗：2000-5000元 /
月。可签定双重用工合同，法律公正。

华祥技校 就业可靠
培训：挖掘机、铲车、
推土机、叉车技能操作

!"#$%&' ()*+,-./

XYZ/*H7%+%%%P

[\]/̂ _H7%`a *%%%P

bcdde/*H7%(#%%Pf('%%P

ghde/*H7%(#%%Pf('%%P

太子道休闲会馆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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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英语差生
家有差生 久补不成 父母痛心！
名校名师 家教补习 为何没用？
精选六人小组 严卡当堂过关！
分级承诺教学 成绩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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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海湾食府诚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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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智能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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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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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法学》《会计学》《工商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行政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物流管理》《经济学（项目管理）》《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金融与证券》《通信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应用化工技术》
《经济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教育学》《语文教育》《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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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翔学校招生快讯
好机会：免费学电工额满为止15号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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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应用班（办公 平面 CAD3DVR维修）随学
大专班 中专班正在招生 QQ:139729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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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一对一辅导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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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公立高中文化交流生 一生仅此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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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江苏大学成教本专科班、考前辅导班招生
▲详见网址：www.hknyzx.cn。▲新生刚开学，招插班生，吉林大学和江苏大学都是全国
重点大学，现招专升本、高升专和中专高中升本科班，我校采用网上视频教学，不论你在
何地，只要有网络、有时间，都可随时随地上网学习，开设专业为土木工程、药学、会计学、
法学、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车辆（机械电子）工程、工商（人力资源、行政、
物业、旅游、经济、计算机信息）管理、法律事务（文秘）、市场营销、金融学、电子商务、中
文、电气自动化（建筑工程、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科学、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机电一体化
等专业，经成人高考录取入学，修业期满，成绩合格，分别由吉大、江大发给国家承认学历
的学信网注册的毕业证，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可授予学士学位。▲成人高考辅导班：随报随
学，供最新成高教材模拟试卷；报名点：海口和平南路20号106室（省仲裁委员会院内）。
电话：65398962、65352483、13976092668、18907582268。招上述各专业兼职教师。

室内设计师 房地产策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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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福建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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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一级建造师方向）[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策划师方向）[艺术设计][心理学]
[建筑工程技术][房地产经营与估价]（房地产估价师/房地产经纪人方向）[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
[土木工程][造价工程师方向]（工程造价管理） [农村行政与经济(村务管理)]

(:Äe c&f¾ *:]g¾

正在报名 6月6日 入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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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明职业培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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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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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888962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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