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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暂时登顶

武磊连续三场未上

据《信 息 时 报》消 息 北 京 时 间 21
日，西乙第 26轮西班牙人 1:0击败萨瓦
德尔，暂时以 1分优势登顶积分榜。中
国球员武磊连续 3轮未能获得登场机
会。
让中国球迷倍感酸涩的是，稍早前
结束的本轮英超和德甲比赛中，日本球
员攻破了切尔西和拜仁的球门。其中，
效力于南安普顿的南野拓实轻巧外脚背
射门，成为图赫尔上任以来 6场英超中
首位攻破切尔西大门的球员。随后德甲
法兰克福主场迎战六冠王拜仁，又是日
本球员拔得头筹。镰田大地破门得分，
近 2个德甲进球分别攻破了多特蒙德和
拜仁的大门。
◆乔丹 布朗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
乔丹 布朗，怎么听怎么看这都
像是一位 NBA球员的名字，可实际
上，这是一位此前名不见经传，却在 2
月 22日这一天名扬整个国际斯诺克
界的“新秀”排名赛冠军。北京时间
这一天的凌晨，这位即将年满 34岁、
仅排名世界第 81位的典型的大器晚
成型的球员，在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
决赛中，以 9：8击败了这个领域中现
今最为杰出的选手、
“ 火箭”罗尼 奥
沙利文，一黑到底，拿到了自己职业
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
乔丹 布朗说，
“ 我始终相信自
己，努力付出就有回报。几年前我还
曾经是一名加油工，但现在是一位全
职斯诺克球员，拿到了冠军，让我美
梦成真。”

又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冠军
在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的历史
上，此前仅有三位来自北爱尔兰的球
员夺冠，他们分别是阿利克斯 希金
斯、丹尼斯 泰勒，以及现役的马克
艾伦，这几位都是斯诺克界的高手甚
至巨星，而现在，乔丹 布朗也步入到
了他们的行列当中，这是北爱尔兰斯
诺克的骄傲。而通常来说，来自英格
兰、苏格兰、威尔士的英国球手在斯
诺克领域的取得的成绩更高，出色的
球员也更多一些，乔丹 布朗此次夺
冠，也算是稍稍打破了此前的格局，

◆2月 21
日，
德约科维奇
庆祝胜利。
新华社记者
白雪飞摄

德比赢球 扩大优势

再一次让排名赛冠军的头衔来到了
北爱尔兰。

的先例？这足以说明，乔丹 布朗绝
不是蒙得冠军的，他凭的是本身的实
力和在本次比赛中超级稳定的发挥。

他七战七胜，
一黑到底
他曾是一名加油工
出生于 1987年、与丁俊晖同龄
的乔丹 布朗，在本次威尔士公开赛
上创造了本世纪斯诺克的最大奇迹，
他是 21世纪拿到排名赛冠军时世界
排名最低的选手(
第 81位)
。乔丹 布
朗通过本次比赛，将自己的职业赛最
佳战绩、最高单笔奖金收入、最高世
界排名等数据全部刷新，还首次获得
了球员锦标赛以及斯诺克冠中冠赛
事的参赛资格。
乔丹 布朗在此次威尔士公开赛
的夺冠过程可谓是过五关斩六将，他
在前四轮比赛中先后胜了罗弘昊，克
雷吉、乌森巴赫、M 金，如果说这几
位球手的名气不够大的话，那么从 1/
4决赛开始，他的每一次晋级可都是
实打实地踩着世锦赛冠军的“尸体”
来前行的，先赢马克 塞尔比，再胜马
奎尔，决赛中最终在决胜局战胜奥沙
利文，将 7万英镑的奖金揽入怀中，
可谓是步步惊心。
七战七胜，如果说乔丹 布朗只
是爆冷夺冠的话，对于他的努力就太
不公平了。所谓的爆冷，指的是单场
对阵以弱胜强，要不就是两场、三场，
谁见过连续七场比赛都能以低排名
的身份击败高排名球手并最终捧杯

“能在重要的决赛中击败这个时
代最伟大的球员，这实在令人难以相
信。能和他比赛已经让我感觉很荣
幸了。在斯诺克生涯中我有过一段
暗淡的日子，而这些都让我作为球员
和一个人变得更强大。我从未停止
相信自己，坚持努力工作——大家知
道我在加油站工作过一段时间，而现
在是全职斯诺克选手。五年前我决
定全力拼上一把，此前我从未下过如
此决心，现在一切都得到了回报。”布
朗赛后说。他同时表示，自己的战术
就是专注于自己的球，而非想着和对
手对抗。
奥 沙 利 文 则 表 示 ，为 对 手 的 胜
利感到开心，决赛中的每一分钟他
都很享受。
“ 我今天的表现还行，而
当我表现还行时，能赢我的人并不
算多。”
33岁的乔丹 布朗，从加油工到
国际最大型斯诺克排名赛的冠军，这
样的励志故事，不仅是从事竞技体育
的每一位运动员成长过程中最需要
的心灵鸡汤，还是呈现在面前的真
实，
他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决赛 3：
0横扫梅德韦杰夫

小德九度澳网称王
据《羊城晚报》消息 21日晚，2021澳大利亚网球
公开赛男单决赛落幕，赛会头号种子德约科维奇以 7：
5、6：2、6：2的比分直落三盘，横扫俄罗斯名将梅德韦杰
夫成功夺冠。
这是德约科维奇的第 18座大满贯冠军奖杯，也是
他第九次在澳网称王。让人感到惊叹的是，小德历史
上共九次打进澳网男单决赛，结果全部夺冠，成功率达
到惊人的百分之百，把他称为“澳网之王”毫不为过。
在费德勒因伤缺阵、纳达尔在四分之一决赛被逆转出
局的情况下，小德以一己之力告诉世人：男子“三巨头”
时代还未过去。

国米完胜米兰

据《北京晚报》消息 北京时间 2月
21日晚，本赛季意甲联赛第 23轮上演一
场焦点对决，排名积分榜首的国际米兰
队主场 3：0完胜排名次席的 AC米兰队，
赢下“德比”的同时，也将领先优势扩大
到 4分，冲冠形势大好。
在本赛季前半段，AC米兰队是表现
最佳的意甲球队，但是近期“红黑军团”
的状态出线了起伏，上轮联赛他们不敌
“升班马”斯佩齐亚队，让出坐了大半个
赛季的意甲积分榜榜首之位。相反国米
近期状态不俗，在联赛中保持了 7轮不
败。本场比赛国米取得梦幻开局，第 5
分钟卢卡库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劳塔
罗近距离甩头破门，
“蓝黑军团”1：0领
先。
易边再战，国米利用米兰队全力压
上 的 机 会 ，多 次 利 用 反 击 寻 找 进 攻 机
会。第 57分钟佩里西奇左路地滚球传
中，劳塔罗跟进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
2：0。10分钟后卢卡库反击中带球长驱
直入，在禁区前突然起左脚射门，皮球如
出 膛 炮 弹 钻 进 AC米 兰 队 球 门 的 右 下
角，国米就此将比分锁定为 3：0，酣畅淋
漓地赢下
“德比”。

背部恢复良好

“老虎”
伍兹
不确定何时复出

新华社华盛顿 2月 21
日电（记者 王
集旻）美国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 21日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背
部经过手术之后恢复情况理想，不过何
时能参加比赛还无法确定。
现年 45岁的伍兹去年 12月接受了
背部手术，这也是他第五次背部手术。
伍兹表示，自己恢复情况不错，但仍需一
步步来。
“ 现在感觉不错，还能感到有些
僵硬，我会随时检查恢复状况，以确定自
己何时能增加运动量。目前只能在健身
房做简单、少量的运动，来帮助身体恢复
和保持状态。
”伍兹说。
当被问及是否有可能参加 4月的奥
古斯塔高尔夫球大师赛时，伍兹坦言自
己也不知道。
“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参加，
但是现在我没有任何参赛计划。现在的
计划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根据医生的指
导慢慢恢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