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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场比赛打进7球 英超的
“亚洲球员招牌”

孙兴慜太火

在澳大利亚训练
效果良好

韩国队却有点担心
“
如果我是英超教练，
我每场首发都选孙兴慜而
不是桑切斯。 ”英格兰名宿
克里斯·萨顿昨天在他的专
栏开头这样吹捧孙兴慜，不
过这位韩国前锋值得这样
的吹捧，他的两个进球帮助
热刺4比1逆转伯恩茅斯。

孙杨将角逐
全国游泳冠军赛

金靴光芒也遮盖不住
在哈里·凯恩中途伤退的
情况下，孙兴慜的发挥更坚定
了热刺球迷的信心，他们在锋
线上不仅拥有“英超金靴”，还
拥有一位金靴光芒也掩盖不
住的超级球星。 最近4场比赛，
孙兴慜已经打入7球， 其中包
括球队上周不幸被尤文图斯
逆转击败的欧冠淘汰赛。 但与
往年那支习惯性崩盘的热刺

不同，如今他们冲破失利阴影
的速度更快，获得本轮英超胜
利之后，热刺在积分榜上已经
以61分超越利物浦1分， 登上
第三位，距离第二位曼联只有
4分了。
孙兴慜就是目前热刺不
断前进的“引擎”之一。 被萨顿
拿来做比较的桑切斯，冬季从
阿森纳转会曼联， 但9场比赛

下来只打入一球，还是一个点
球，穆里尼奥至今还在为智利
人如何融入球队体系中寻找
解决方案。 孙兴慜则不同，他
被主教练波切蒂诺安排在前
场的任何位置，包括12日顶替
凯恩出任中锋，都能出色完成
任务。 相比之下，桑切斯的60
万英镑周薪当然非常扎眼。

“
持续高峰对身体是巨大考验”
能阻挡孙兴慜的是什么？
现任韩国国家队主教练申台
龙表示：状态出得有点早！
“我当然希望孙兴慜在俄
罗斯世界杯能有这样的表现，
但还是担心他的飘红状态会
在5月份逐渐冷却。 就过往经
验看，很少有球员能够保持整
赛季的好状态，持续的高峰对
球员身体也是巨大的考验。 ”
申台龙说。
现年25岁的孙兴慜，按韩

国法律规定必须在28岁之前
回国服兵役21个月，除非在大
赛中获得奖牌 ( 世 界 杯 为 四
强)。 韩国队在2012年伦敦奥运
会上获得铜牌，但那一届比赛
20岁的孙兴慜没有越级参加；
2014年亚运会韩国夺冠，当时
在勒沃库森效力的孙兴慜因
俱乐部拒绝放人而无缘冠军；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孙兴慜
终于得以参加，但韩国队遭遇
强敌早早被淘汰。 这三次免除

兵役的机会他都没能把握住，
今年在俄罗斯当然要有所
追求。 不过韩国与德国、瑞
典、墨西哥同组，出线难
度已经不小。 世界杯
之后，孙兴慜将只剩
两次机会，包括今
年的亚运会和
明年的亚洲
杯。
（南都）

赛事主办方12日在京宣布，2018
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暨亚运会选拔赛将
于4月13日至18日在山西太原举行，奥
运冠军孙杨、 世锦赛冠军徐嘉余以及
傅园慧、张雨霏、史婧琳、刘湘等均将
参赛。
在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体
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游泳部部长
兼国家游泳队领队程浩介绍， 本次比
赛设置专业组和少年组， 个人只要达
到参赛标准就可以报名参赛。 据悉，本
次赛事不仅是游泳项目在2018年全国
最高级别的， 也是我国游泳选手参加
第18届印尼雅加达亚运会的选拔赛。
届时， 中国最优秀的运动员将齐聚山
西，向参加亚运会发起冲击。
程浩透露， 奥运冠军孙杨目前在
悉尼跟随丹尼斯教练训练。“据了解，
他的训练效果很好， 冠军赛上他应该
会有很好的表现。 ”
（中新）

大卫·席尔瓦梅开二度
完胜斯托克城

曼城离冠军
ATP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
德约科维奇首战告负

提前复出“德”不偿失
●尴尬 第5次输给100名之后选手

5周前，德约
科维奇进行了右
肘手术。感觉恢复
良好，小德本周提
前在ATP印第安
维尔斯大师赛中
复出，结果首战就
输给了世界排名
第 109 位 的 丹 尼
尔太郎。 久疏战
阵， 德约科维奇
称，就跟第一次打
巡回赛一样，完全
找不到节奏。与身
体上的伤病相比，
德约科维奇更多
的是需要迈过心
理这一关。

过去10年， 面对世界排名
100位开外球员时，德约科维奇
只输了4次。 12日在印第安维尔
斯， 小德迎第5次输给100名之
后的选手，这多少有些尴尬。
当天的比赛， 面对世界排
名第109位的日本选手丹尼尔
太郎， 世界排名滑落至第13位
的德约科维奇首盘一度以5比2
领先。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小德
的底线不再像之前那样固若金

汤， 漏洞频出的他罕见地被丹
尼尔太郎7比6（3）逆转。 整场比
赛， 德约科维奇少有地出现了
61个非受迫性失误， 比丹尼尔
太郎多了30次。
输球后， 德约科维奇第一
时间召开赛后发布会， 看上去
一点都不想在这个地方待了，
尽管他的30个大师赛冠军有5
个是在印第安维尔斯拿到的。
这是德约科维奇继2012年

●纠结 心理关是小德最大挑战
对任何球员来说， 术后恢
复都不容易，包括德约科维奇。
去年温网8强因伤退赛后，
德约科维奇提前结束了2017赛
季。 休养了6个月后，德约科维
奇选择在今年澳网复出， 结果
第4轮就输给了郑泫。
这之后， 德约科维奇决定
手术，根治肘部顽疾。 歇了不到
50天，德约科维奇再度回归。 人
是回来了， 但状态并未跟着一
起回来。
12日输给丹尼尔太郎后，
德约科维奇谈到了回归后的最
大障碍。 相比身体，心理这一关

或许更难过。 赛后，德约科维奇
向外界袒露心声，“过去9个月，
我只打了几场比赛， 在内心深
处，仍然会挣扎，担心自己是否
能适应。 即使感觉不到疼痛，仍
然会想着伤病这回事， 因为过
去两年多时间里， 我一直受此
困扰。 ”
提前复出，得不偿失，德约
科维奇在印第安维尔斯并未收
获想要的自信。 复出首秀失利，
小德称会跟团队商量后再决定
是否参加下周的迈阿密大师
赛。 在迈阿密，德约科维奇曾拿
到过6个冠军。
（新京）

伦敦奥运会 （先后输给穆雷和
德尔波特罗） 后再度遭遇背靠
背失利。 德约科维奇上一次失
利是在今年澳网，他第4轮爆冷
输给了韩国选手郑泫。 随着锦
织圭12日伤退印第安维尔斯，
郑泫如今已贵为亚洲一哥。

更近了
英超第30轮的压轴之战昨在不列
颠尼亚球场展开角逐，凭借大卫·席尔
瓦的梅开二度， 曼城做客以2比0完胜
斯托克城，取得四连胜后积81分，继续
以16分的优势领先排名第二的曼联，
离英超冠军又近了一步。
由于斯托克城排名跌至倒数第
二，早已为保级而战，因此寸土必争，
拼得很凶，近三战皆平保持不败，击败
他们并不容易。 曼城本赛季曾在主场
以7比2大胜斯托克城， 近17次交锋仅
负2场，其余15场取得11胜4平；但近10
次做客斯托克城也仅两次取胜。 曼城
此番做客不敢有丝毫大意，5天前不惜
轮换9人以备战此役，甚至为此付出在
欧冠客场输给巴塞尔的代价。此役，曼
城的头号射手阿圭罗伤缺， 但中场双
核心德布劳内和席尔瓦重回首发，上
一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仅剩热苏斯、萨
内和津琴科。
距离英超赛季结束还有8轮比赛，
曼城只要再获9分也就是三场胜利，就
可以锁定冠军。 斯托克城本轮过后依
然位居倒数第二。
曼城接下来几轮比赛的对手依次
是：埃弗顿、曼联、热刺、斯旺西、西汉
姆、哈德斯菲尔德和南安普敦，另外还
有一场与布莱顿的比赛时间未定。 曼
城从中赢得9分应该轻而易举，冠军可
说是万无一失。
瓜迪奥拉赛后说：“距冠军已经很
近了，我们已经拿到了81分，这已经很
多了。我们的表现非常稳定，我们控制
了比赛，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接下来
我们有三周的休息时间， 我们将前往
阿布扎比休整， 回来后肯定更加强
大。 ”
（腾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