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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伯杯

英国
“蛙王”皮蒂
因伤无缘游泳世锦赛

0
中国女队 3:

新华社伦敦 5月 1
1
日电（记者 张薇）
来自英国的游泳奥运冠军皮蒂 11日透
露，他因为在训练中脚部骨折，不得不退
出 6月 18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揭幕的游
泳世锦赛。
27岁的皮蒂 11日通过个人社交媒
体透露，他本周早些时候在健身房训练
时不慎一只脚骨折。医生建议他休息 6
周，这意味着他来不及在下个月的游泳
世锦赛开赛前复出。
“我的游泳生涯中还不曾遭遇伤病困
扰，
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个巨大的打击，
而且
也是个新的挑战。
”
皮蒂表示，
他会在养伤
期间好好想一想游泳这个项目对他的意
义，
然后体会一下别人在自己本该出战的
项目中夺冠的感受。
“这肯定不会好受!
”
去年的东京奥运会上，皮蒂以领先
第二名超过 0.
6秒的成绩卫冕男子 100
米蛙泳，七年多大赛保持不败。
皮蒂说：
“ 我从来不畏惧挑战，但这
一次需要我使用更多智慧。我会尽快回
归泳池，在今年夏天的英联邦运动会之
前专注于恢复和储备体能。
”

击败印尼队挺进四强
新 华 社 曼 谷 5月 1
2日 电
（记者 林昊 宋宇）中国女队 12
日在曼谷进行的羽毛球尤伯杯
四分之一决赛中以 3:0战胜印
度尼西亚队，
顺利进军四强。
首场女单，中国队由陈雨
菲对阵印尼选手戴维。陈雨菲
以 7:
0开局，尽管一度被对手迫
近比分，但陈雨菲很快做出调
整，以 21:
12取胜首局，随后以
21:
11再 赢 一 局 ，
为中国队顺利取
得开门红。
陈雨菲认为
赢得胜利最重要
的是速度和气势，
参加团体赛要有很
强大的抗压能力，并
积极地调动自己。
第二场女双比赛，世
界排名第一的陈清晨/
贾一
凡迎战库苏马/
普拉蒂维组
合。首局中国组合长时间落
后，但在局末反超，以 21:
19获
胜。次局中国组合基本掌控了
比赛，虽然在比赛最后连续浪
费 几 个 场 点 ，但 最 终 以 21:16
取胜。
贾一凡表示，比赛中受到
对手一定冲击，两人也感受到
一定压力，但在关键分处理以
及整个比赛过程中，最终还是
找到了对方的破绽，掌握了比
赛主动。

第三场比赛由何冰娇迎战
在前一天爆冷战胜世界第一山
口茜的普拉西斯塔。首局何冰
娇一直落后，虽然在局末一度
追平，但仍以 19:
21告负。次
局何冰娇以 21:
18取胜，第三
局乘胜追击以 21:7轻松拿下，
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何冰娇说，能击败山口茜
意味着对手有一定实力，通过
直接交手也感觉到对方的打
球方式比实际年龄更为成熟，
但自己经验更加丰富，随着比
赛推进战术越来越清晰，体力
也占了一些优势。何冰娇认
为，之前比赛中遇到的一
些困难有助于自己更好

阿贾克斯提前一轮
卫冕荷甲冠军

新华社阿姆斯特丹 5月 1
1日电（记
者 王湘江）荷甲足球劲旅阿贾克斯队 11
日以 5:0大胜海伦芬队，提前一轮卫冕
荷甲联赛冠军。这是阿贾克斯队获得的
第 36个荷甲联赛冠军。
本赛季荷甲“领头羊”阿贾克斯只要
本场取胜，便可提前一轮锁定冠军。
比赛第 20分钟，来自阿根廷的左后
卫塔利亚菲科为阿贾克斯打破比分僵
局。第 33分钟，边锋贝尔黑斯在禁区内
接到队友传球，将球轻松踢入空门；5分
钟后，前锋阿莱主罚点球成功，为阿贾克
斯队将优势扩大到 3:0。
第 85分钟，海伦芬队守门员在禁区
内拦球脱手，替补上场的布罗比轻松将
球踢入空门；最后一分钟，墨西哥籍后卫
阿尔瓦雷斯再进一球，为阿贾克斯将比
分锁定为 5:0。

地迎接后面的
比赛。
中国队半决赛
的对手将在东道主
泰国队与印度队之间产
生。当日进行的另一场四
分之一决赛中，日本队同样
以 3:0战胜中国台北队，进
入半决赛。
◆中国队
进入四强。

挪威“射门机器”到货
曼城为签下哈兰德总支出将超过 3亿欧元

◆曼城签下
哈兰德。

“曼城可以确认，
我们已经与多特蒙
德达成原则性协议，
哈兰德将于 2022年
7月 1日转会加盟。
”
北京时间 5月 11日，
悬着的那只靴子终于落地了！因为英超
豪门曼城官宣了这台挪威
“射门机器”
到
货。尽管
“蓝月亮”
的公告称，
“该转会仍
有待于俱乐部与球员敲定条款”
，
但这已
意味着曼城在与皇马、巴塞罗那、曼联、
切尔西、利物浦、拜仁等多家豪门对这位
不满 22岁新星的争夺战中胜出。
曼城与哈兰德签下的新合同有效
期为五年，后者应付多特蒙德 7500万
欧元违约金，连同工资和经纪人的佣
金，曼城这笔转会的总支出将超过 3亿
欧元。哈兰德已经通过曼城的体检，下
赛季为新东家效力已无障碍。
尽管引进哈兰德的代价高昂，但曼
城仍然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得到一位典
型的中锋、
“ 禁区之王”，补齐了球队的
最后一块短板。毕竟曼城近几个赛季
一直与欧冠冠军无缘，与缺少一名超级
中锋有直接关系。
哈兰德2020年从萨尔茨堡转会多特
之后，
88场比赛射入 85球，
送出 23次助

攻。上个赛季，
哈兰德共射入41球，
进球
转化率高达25.
3%，
仅次于热刺孙兴慜的
25.
4%，
列五大联赛的第二位，
高于排名第
五的拜仁射手莱万多夫斯基的 22.
1%。
其 162次射门仅 11次在禁区外，
其余都
在禁区内，
是名副其实的
“禁区之王”
。
本赛季，
哈兰德已在德甲射入21球，
是五大联赛中 U21球员中最多的，
比排
名第二的皇马前锋维尼修斯多出7球。
对哈兰德而言，加盟曼城这个顶
级平台，不仅圆了自己到英超这个“第
一联赛”踢球的梦，更重要的是沿着父
亲的足迹前进。
哈兰德的父亲阿尔夫 哈兰德曾
在诺丁汉森林、利兹联踢球，2000年
至 2002年 曾 在 曼 城 效 力 ，是“ 蓝 月
亮”的主力后卫。若非被曼联“恶汉”
基恩恶意飞铲造成左膝十字韧带受
重伤不得不退役，阿尔夫 哈兰德本
应在曼城效力更长时间。
哈兰德童年时曾随父亲在曼彻
斯特生活，对曼城并不陌生，如今他
披上父亲穿过的蓝色战袍，这也是
其心愿。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