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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生于 1993年的蒂
姆在不久前结束的美网拿
下 90后男球手的第一个大
满贯单打冠军时，有人再次
提出“三巨头”时代是否将
就此终结的疑问；但纳达尔
和德约科维奇在法网决赛
的会师，重新展示了“三巨
头”的强大实力。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里，由费德勒、
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组成
的“三巨头”统治了世界男
子网坛，几乎包揽了所有大
满贯奖杯。而从目前的形
势来看，这种状况似乎还要
再持续一段时间。

随着费德勒和纳达尔的
逐渐老去，中生代球手的迅
速崛起，关于“三巨头时代

终 结 ”的 讨 论 一 直 没 有 停
止。但三位巨头却始终坐
在高高的王座上，用一座座
大满贯奖杯捍卫着自己的
尊严。事实上，要不是小德
在美网因意外出局，“三巨
头”对大满贯冠军的垄断恐
怕还不会中断。

纳达尔在不久前的罗马
大师赛上意外不敌施瓦茨
曼，很多人并不看好他的本
届法网之旅，没想到他却拿
出了不丢一盘的成绩强势
夺冠。在大师赛上或许会
有小失误，但一旦来到大满
贯的舞台，三位巨头都会展
现出极强的专注和斗志，而
这正是一众中生代球手需
要在“三巨头”身上学习的

地方。
在夺得今年法网的冠军

后，纳达尔的大满贯冠军总
数已经追平费德勒，两人都
以 20座的成绩并列历史第
一，拥有17座大满贯冠军奖
杯的小德紧随其后。“三巨
头”加起来共夺得57个大满
贯冠军，说他们统治了一个
时代毫不为过。

更为可怕的是，这个时
代还没有结束的迹象。39岁
的费德勒依旧在积蓄能量，
纳达尔在法网的强势无人能
撼动，至于相对年轻的小德，
似乎仍处于自己的最佳状
态。三位同时代的超级选手
同台竞技，放在世界体坛上
也是一段佳话。

“三巨头”时代仍在延续

和“三巨头”统治力不减
当年相反，如今的世界女子
网坛呈群雄并起之势，实力
派新人小将接连冒头，如雨
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随着小威廉姆斯逐渐老
去，再也没有像她一样拥有
超强统治力的女选手出现
了，为小将们的连续冒尖提
供了空间。在最近的14次大
满贯赛事中，诞生了9位新科
女子大满贯冠军，而在今年
的法网，波兰少女斯瓦泰克
无疑就是最闪亮的那颗星。

在此之前，斯瓦泰克还
未曾在成年级别的赛事中夺
冠，世界排名只有 54位，一
直不显山不露水。波兰人的
首次夺冠就出现在大满贯舞

台，可谓是“不鸣则已，一鸣
惊人”。

在今年的法网比赛中，
斯瓦泰克以不丢一盘的成
绩强势夺冠，倒在她拍下的
不乏去年法网亚军万卓索
娃、头号种子哈勒普、今年
澳网冠军肯宁等好手，波兰
姑娘这次夺冠可谓含金量
十足。更让人感到震惊的
是，斯瓦泰克今年只有 19
岁，一场青春风暴正席卷着
整个女子网坛。

除斯瓦泰克外，还有不
少年轻女球手展现出实力。
21岁的肯宁虽然输掉了和斯
瓦泰克的决赛，但她在年初
的澳网就已斩获冠军，一年
内连进两次大满贯决赛的经

历已足以让她骄傲。日本小
将大坂直美在今年的美网称
雄，23岁已有三座大满贯冠
军奖杯在手，是现役获得大
满贯冠军第三多的运动员。
再加上在 2019年夺得 00后
首座大满贯冠军的安德莱斯
库，女子网坛“新四巨头”已
初现雏形。

或许这群年轻人在稳定
性方面还需要提升，但由她
们掀起的快打旋风足以让
世界女子网坛经历新一轮
的洗牌。如果这批出生于
2000年前后的年轻人能保
持好状态，下一个像小威那
样的统治者或许将在她们
当中产生。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超实力新星层出不穷

随着纳达尔捧起
个 人 第 13座 火 枪 手 杯 ，

2020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
幕。作为2020年最后一个大满贯赛
事，法网给全球的网球迷呈上了一场
场精彩纷呈的演出。

34岁的西班牙老将纳达尔和 19
岁的波兰新星斯瓦泰克分别捧起男单
和女单冠军奖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当今世界男女子网坛截然不同的
趋势和走向——在男单赛场，“三巨
头”的统治力依旧不减当年；在女单赛

场，以斯瓦泰克、肯宁等为代表
的年轻一代已经拥有称

霸实力。

据英国媒体日前披露，英超
“双红”——“红军”利物浦和“红
魔”曼联两大豪门，正联手推动
一个以改革联赛为目的的“振兴
计划”。该计划由利物浦的美国
所有者芬威体育集团撰写，并得
到了曼联支持。两家俱乐部正
寻求其余四大豪门（曼城、切尔
西、阿森纳、热刺）和埃弗顿、南
安普顿、西汉姆等三家老牌俱乐
部的支持。如果这个计划能得
以实施，英超将会出现翻天覆地
的变化。

从该计划已被披露的细节
来看，大致有几项内容：一是英
超的 20支参赛队缩减到 18支；
二是取消社区盾，联赛杯也可能
取消，或有欧冠和欧联杯参赛资
格的俱乐部不再参加；三是废除
一俱乐部一票的原则，同时取消
14票即可通过或修改任何规则
的门槛，六大豪门和三家老牌俱
乐部拥有更大的投票权和话语
权；四是英超每年收入的 25％
将流向英格兰足球联赛（EFL）
俱乐部，并预先支付2.5亿英镑，
以帮助中小俱乐部度过当前的
危机，英足总也将获得1亿英镑
的资金。

尽管芬威集团强调，这份改
革计划的目标是消除英超联赛
和其他英国俱乐部之间的巨大
收入差距，但仅以向英格兰足球
联赛和英足总提供每年 1/4的
收入和部分资金为代价，就想为
九家俱乐部换取更大的话语权
和利益，明显有更多权力归于豪
门的意味。虽然计划强调诸多
管理事宜还是一家一票，需要三
分之二通过，但同时提出“特别
投票权”，即18家俱乐部中有九
家才有，在涉及主席选举、转播
权出售时都有可能使用，九家中
有六家同意就算通过。

然而，这项计划仍得到英
格兰足球联赛（EFL）主席里克?

帕里的支持，他与利物浦的主要
所有者、美国投资者约翰?亨利
以及股东兼董事迈克?戈登谈
过，还与拥有曼联的格雷泽家
族沟通过，这些交流甚至始于
两年前。

帕里直言，这项计划为EFL
俱乐部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能量，可以缩小英冠与英超
之间的差距。而针对新冠肺炎
疫情提供的短期救助金，可以
立刻缓解各俱乐部的压力。“这
可能是英超联赛成立以来最大
的改革设想，着眼于平衡比赛，
为大家提供更公平的分配方
案，为足球金字塔体系的未来
提供财政保证。对我们而言，
这非常有吸引力”。

不过，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
部随即发表声明反对此计划，并
谴责利物浦和曼联的改革计划涉
嫌“幕后交易”。声明称：“让我们
感到惊讶和失望的是，在这样一
个时刻，我们本应该呼吁大俱乐
部联合起来，商讨一个协议去帮
助小俱乐部渡过难关，但是现在
似乎有幕后交易在发生。可持续
性、完整性和公平竞争绝对是最
重要的事情，任何可能破坏它们
的举措都会令人深感不安。”

英超联赛官方也站出来表
态：“今天一些得到广泛传播的
个人建议可能对整个比赛产生
毁灭性的影响，我们非常失望地
看到EFL主席里克?帕里对此表
示公开的支持。”

其实，1992年英格兰足球联
赛（EFL）中的 20支顶级球队脱
离出来另组英超联赛，主要原因
就是对利益分配存在分歧，焦点
是电视播映权收益的分配。如
今更小范围的九家俱乐部又想
获取更大的话语权，仍是旨在谋
利，表明英格兰联赛的两极分化
还在继续。

羊城晚报记者 徐扬扬

欧洲国家联赛明晨展开第
四轮较量，西班牙客场挑战乌克
兰是巩固A级D组头名的关键
一战。“斗牛士”有望取得大胜。

在D组，西班牙2胜1平积
7分领跑，德国 1胜 2平积 5分
排名次席，乌克兰 1胜 2负积 3
分，上届欧国联四强球队瑞士1
平2负积1分垫底。

乌克兰近来连续面对世界冠
军，9月7日在欧国联客场以0比
4不敌2010世界杯冠军西班牙，
10月8日在热身赛客场以1比7
惨败于2018世界杯冠军法国，10
月11日在欧国联主场以1比2负
于2014世界杯冠军德国。如果
不是德国多次浪费进球良机，乌
克兰可能不止输一球。

乌克兰现在伤兵满营，科诺
普利扬卡、莫赖斯、津琴科、马特
维延科和皮亚托夫等多名主力
无法出场。意甲劲旅亚特兰大
的进攻多面手马林诺夫斯基，对
阵德国时罚进点球，但也吃到黄
牌，本场累积黄牌停赛。乌克兰
主帅舍甫琴科手下可用的球员
不多，还不能让上一场的首发球
员过于疲劳，在欧国联密集赛程
中只能轮换阵容，会进一步削弱
球队的攻防实力。

所剩的三轮小组赛，西班
牙将先后客场挑战乌克兰、客
场挑战瑞士、主场迎战德国，相
对 而 言 ，明 晨 的 比 赛 难 度 最
小。西班牙上一场在主场仅以
1比0小胜瑞士，全场唯一进球
来自对手送大礼，除此之外没
有创造出像样的机会。西班牙
主帅恩里克目前压力很大，他
的球队要尽力回归进攻手段丰
富多彩的巅峰期。

与缺兵少将的乌克兰相比，
西班牙阵容厚度让对手羡慕。
恩里克也要作出一定幅度的阵
容轮换，曼城后腰罗德里可能取
代巴塞罗那后腰布斯克茨，让连
续首发的“布教授”休息一下，也
可以加强中场的拦截能力。在
右后卫位置，罗贝托可望取代老
将纳瓦斯，热刺左后卫雷吉隆也
有望跻身首发资格。

那不勒斯中场鲁伊斯复出，
可提高西班牙的进攻组织能力。
前锋莫雷诺和边锋特劳雷上一场
替补出场，前锋罗德里戈一直坐
在替补席，这几名优秀攻击手都
可能获得首发机会。在以4比0
大胜乌克兰的比赛中，天才少年
法蒂大放异彩，恩里克会不会让
这名将满18岁的巴塞罗那前锋
连续首发也是一个看点。

舍甫琴科是优秀的教练，但
现 在 有 点“ 巧 妇 难 为 无 米 之
炊”。恩里克正在力推西班牙阵
容的年轻化，而年轻球员需要积
累赢球信心。看好西班牙净胜
两球。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羊城晚报讯 10月16日，中
超第二阶段比赛拉开帷幕，卫
冕冠军广州恒大将在争冠组第
一场比赛中亮相，届时将有500
名球迷赴现场加油呐喊。

广州恒大对阵河北华夏将
于 10月 16日晚上 7时 35分在
昆山体育中心上演，中超公司
和苏州赛区给对阵双方各 250
个现场球迷名额，另有1000个
公共区域球迷开放名额，由个
体球迷购票入场。

恒大俱乐部与有关方面沟
通协商后，在1000个公共区域
球迷开放名额中统一购买了
250张门票。苏州赛区提供的
250个名额是专门划出的球迷
区，将优先提供给从广东省内
出发的球迷，从外省出发的球
迷则被安排在公共区域观赛。
恒大俱乐部已在 10月 11日将
500个球迷的资料上报给中超
公司。

（林本剑）

羊城晚报讯 中国乒协国
青、国少集训队“容国团杯”广
东省选拔赛日前在珠海落幕。
广州队由广州广汽传祺独家冠
名支持、广州市乒乓球协会和
广州国际乒乓球中心派出，参
加了选拔赛所有年龄组单打的
角逐，最终获得两金一银一铜
的好成绩。

本次选拔赛共有来自全

省的 922名 7岁至 14岁的选
手参加角逐，按年龄段设男女
八个组别，各年龄组前四名将
参 加 第 二 阶 段 的 全 国 选 拔
赛。经过四天的激烈角逐，广
州队的洪子杰、李韵祺分别夺
得 13岁-14岁组男子单打、
11岁-12岁组女子单打冠军，
符梓杭获得 11岁-12岁组女
子 单 打 亚 军 ，陈 韵 诗 获 得 7
岁-8岁组女子单打季军；他
们都获得第二阶段全国选拔
赛参赛资格，争夺国青、国少
集训队入场券。

（魏超然）

羊城晚报讯 第二届“体彩
杯”中国绍兴（嵊州）王中王围
棋争霸赛昨日在浙江嵊州收
枰，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九
段在决赛中执白中盘战胜唐韦
星九段，夺得今年个人第一个
冠军奖杯，并收获奖金 70万
元；唐韦星获得亚军，奖金为
20万元。

柯洁、唐韦星在半决赛分
别淘汰范廷钰九段、杨鼎新九
段晋级。决赛经过猜先，由唐
韦星执黑先行。双方以流行布
局摆下战阵后，前半盘局势一
直不相上下，两人出手非常慎
重。当唐韦星率先进入读秒
时，柯洁在上方祭出强手，猛捞
实地，迫使实地落后的唐韦星
只能举起屠龙刀强杀左边白棋

“大龙”。关键时刻，柯洁以精
确的计算展开有力反击，最终

“白龙”不仅成功做活，还反杀
上方“黑龙”。仅弈至154手，大
势已去的唐韦星不再抵抗，投
子认负。

（葛万里）

羊城晚报讯 第 22届“农
心辛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
标赛昨日召开赛前发布会，志
在卫冕的中国队将派出由柯
洁、杨鼎新、范廷钰、唐韦星、辜
梓豪 5位世界冠军出战的豪华
阵容，其中范廷钰作为先锋打
头阵。

柯洁、杨鼎新和唐韦星获
得免选资格，这也是唐韦星第
一次出战农心杯。范廷钰和辜
梓豪则是通过选拔获得资格，
前者曾在农心杯中两次上演七
连胜。

中国围棋队总教练俞斌表
示 此 番 卫 冕 概 率 超 过 50%：

“今年我感觉中国 5位棋手状
态很好，比较有信心，当然农
心杯整体还是韩国队领先，但
我们最近几年势头好一点，我
们要尽快在夺冠纪录上追平
韩国队。”

韩国队在历史上12次称霸
农心杯，在今年8月结束的上届
比赛中，中国队凭借柯洁在主
将对决中半目战胜朴廷桓第八
次夺冠。 （新华社）

英超?观察

是“振兴计划”，
还是“幕后交易”？

欧国联?前瞻

“斗牛士”有望大胜乌克兰

简讯

老将纳达尔
新华社发

新星斯
瓦泰克
新华社发

羊城晚报讯 记者魏超然报
道：经过两天的竞聘，国乒国青、
国少男女队共四名主教练产生：
钟金勇、饶静文、崔庆磊和王翔
从206名竞聘者中脱颖而出，分
别担任国青男女队、国少男女队
主教练。张辉、刘彬、刘燚、王
鹏、孙逊、李茜等六人入选教练
团队。

为培养优秀乒乓球后备人
才，中国乒协决定在年底组建
国家乒乓球青少集训队（国青）
和少儿集训队（国少），并从 9
月14日起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
国 青 、国 少 男 女 队 四 名 主 教
练。截至 10月 2日，中国乒协
共收到 206份报名简历，10月
10日全国锦标赛在威海落幕
后，其中的 127名报名教练员
参与了国青国少教练员竞聘与
交流活动。

本次竞聘分初选、复选和终
选三个阶段。11日进行了初选
和复选，现场采用电脑随机抽签
的方式，将所有竞聘者分到各小
组中，由备战参谋部的老教练、
国家队全体现役教练员担任评
委，最终 30位候选人进入昨天
的终选环节。

在终选现场，教练员需在

《如何让孩子实现梦想？》和《如
何让孩子爱上乒乓项目？》两个
命题中，任选一题进行展示和陈
述。陈述结束后，现场评审委员
会、国家队运动员代表、省市参
会代表通过第三方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投票，现场即时呈现投票
结果。

经过八轮投票（有两轮为并
列），最终 10人入选教练员团
队。曾在国家队执教多年的钟
金勇当选国青男队主教练。他
表示，将义无反顾地用自己全身
心的力量，争取再培养一批优秀
的后备人才。饶静文当选国青
女队主教练，崔庆磊当选国少男
队主教练，王翔首轮与张辉平
票，经过加投一轮，当选国少女
队主教练。

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在竞
聘活动上对未来的教练员提出
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希望教
练员队伍能够胜任执教不同层
次的队伍，积累广泛经验，不断
进行自我提升和进步，“让更多
的家长认可，让更多的孩子喜
欢，通过乒乓球运动提升广大青
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推动乒乓
球项目全民健身和青少年的共
同发展”。

钟金勇饶静文当选
国青男女队主教练

关注国乒

男单：涛声依旧
女单：后浪汹涌

对阵瑞士，西班牙球员庆祝
进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