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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雪颖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常规

挑战赛安曼站2月12日落幕。本站比赛

吸引了多位世界好手参赛，像女单世界

排名第六的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世界排

名第九的中国香港选手杜凯琹，男单世

界排名第九的斯洛文尼亚选手约奇克、

世界排名第十一位的德国选手奥恰洛

夫等。中国乒乓球队派出了林诗栋、蒯

曼、徐瑛彬、刘夜泊等多名小将参赛，他

们此前也都参加了多站WTT支线赛

等。能够与世界顶尖球员同场竞技对于

国乒小将来说无疑是宝贵的机会，他们

也经受历练稳步成长。

男单方面，在1/4决赛取胜后，奥恰

洛夫达成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500场胜

利。决赛中，面对经验丰富的老将奥恰

洛夫，林诗栋打得沉着冷静，掌控着场

上的节奏。除了在第三局与奥恰洛夫陷

入缠斗、以13比11险胜外，其他时间他

几乎都占据了场上的主动，顺利夺冠。

此次比赛林诗栋在晋级之路的表现也

是可圈可点，他在次轮直落3局战胜了

英格兰选手皮切福德，随后又接连战胜

了队友徐海东、徐瑛彬。本次比赛徐海

东、徐瑛彬也有亮眼发挥，他们分别战

胜了约奇克、瑞典选手卡尔松。

混双赛场，经过此前一系列比赛的

磨合，林诗栋/蒯曼的默契程度不断提

升。他们以3比0的大比分先后战胜了斯

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巴拉佐娃、中国

香港组合何钧杰/李皓晴、德国组合杜

达/万远、罗马尼亚组合约内斯库/斯佐

科斯，最终将混双冠军收入囊中。林诗

栋也成为本站赛事的“双冠王”。

男双比赛中，刘夜泊/徐瑛彬的表

现同样可圈可点。这对从资格赛突围的

搭档一路战至决赛。决赛中，他们的对

手是经验更加丰富的日本组合宇田幸

矢/户上隼辅。整个决赛的进程较为胶

着，刘夜泊/徐瑛彬能在决胜局把握住

关键分并以11比8拿下比赛颇为不易。

女单方面，头号种子伊藤美诚顺

利登顶。决赛中由于中国香港选手杜

凯琹因伤退赛，伊藤美诚直接将冠军

收入囊中。不过她在次轮面对中国台

北选手郑怡静时受到较大冲击，以3比

2险胜。国乒小将未能闯过郑怡静、斯

佐科斯、波尔卡诺娃等多位名将的关

卡，均无缘八强。女双冠军被中国台北

组合郑怡静/李昱谆摘得。

本报记者 李东烨

在刚刚结束的2023年亚洲室内田

径锦标赛上，中国选手在女子800米比

赛中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小将吴洪

娇勇夺女子800米决赛金牌并刷新个

人室内赛最好成绩。“这是我第一次

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我对这个成

绩还是比较满意的。”吴洪娇说。

近年来中国田径在女子中长跑项

目上的竞争力正在不断恢复，王春雨

曾在东京奥运会上闯入女子800米决

赛并获得第五名的好成绩。本次室内

田径亚锦赛女子800米决赛共有7名选

手参加，19岁的吴洪娇在最后时刻反

超日本选手盐见绫乃，最终以2分06秒

85的成绩率先撞线，刷新了在2019年

创造的2分08秒31的个人室内赛最好

成绩。吴洪娇的800米最好成绩为上赛

季跑出的2分03秒00。另一名中国选

手、陕西全运会女子800米亚军饶欣雨

获得季军，成绩是2分08秒75。两位中

国选手的出色表现,表明中国田径在

女子800米项目上后继有人。

“此前在冬训期间，主要是以提高

能力为主，并没有专门为这次比赛做

特别的准备。”吴洪娇说，“这次的名

次达到了预期，成绩上还差一点点，赛

前想跑到2分05秒左右。”

吴洪娇曾在陕西全运会上以2分

04秒71的成绩获得女子800米第四名，

2022年她前往美国跟随美籍华裔教练

李犁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锤炼与打

磨，吴洪娇将800米的成绩提高到2分

03秒00。目前吴洪娇已跻身亚洲女子

800米的一线选手行列。若王春雨能如

愿复出，中国田径队在杭州亚运会女

子800米项目上将具备更加强大的整

体竞争力。

“走下了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接下来还计划参加两场室内赛，然后

可能会出国参赛，调整状态，争取早

日达标世锦赛。无论是成绩达标还是

积分排名，800米还是有很大难度

的。”吴洪娇说：“我也会继续努力训

练，为今后的比赛做准备。希望2023

年能够有更大的突破，领奖台一直是

我的目标。”

本报讯 国际乒联

执行委员会日前批准更

新世界排名规则，进一

步改善排名体系。本次

规则更新将增加世界乒

乓球职业大联盟WTT

大满贯资格赛首轮至正

赛64强选手的积分，同

时减少WTT支线赛事

的积分。

国际乒联执行委员

会表示，WTT大满贯资

格赛对于世界排名50至

120的选手而言具有一

定难度，因此增加积分

将有利于晋级正赛的球

员。此前，WTT支线赛冠

军积分为150分，是众多

顶尖球员参赛的主要动

机，但这一规则并不利

于低级别球员的上升。

为解决该问题，WTT支

线赛事积分将从150分

降至125分，决赛、半决

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选手

的积分也将同样降低。以上更新后的

规则将为所有参赛者提供更公平公

正的排名体系，并确保排名能够更准

确地反映他们的竞技水平。

（李雪颖）

本报记者 马艺欧

过去的一周对于吴易昺、乃至中

国网球而言都是梦幻般的。曾经看似

遥不可及的目标接连实现，吴易昺在

ATP250网球赛达拉斯站决赛经过三

盘抢七、挽救四个赛点战胜伊斯内尔，

代表中国男网球员捧起首座巡回赛冠

军奖杯。过去这一周，吴易昺一步步

让梦想照进了现实。

上周一ATP公布的世界排名中，

吴易昺首次跻身前100，他说，完成了

自己从小就有的目标。其实从吴易昺

去年下半年的比赛状态看，他完成这

个目标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无论是外

界还是吴易昺本人都非常坚信，进入

前100只是开始。

达拉斯站首轮比赛，吴易昺对阵

澳网打入32强、世界排名第86位的麦

克·莫，对于排名刚进100的吴易昺而

言，这场比赛是很好的试金石。吴易

昺最终获胜，那也是他自从2018上海

大师赛之后的首场ATP巡回赛胜利。

随后对阵世界排名第27位的沙

波瓦洛夫，吴易昺直落两盘横扫对

手。无论是结果还是过程都可以用惊

喜来形容，毕竟与吴易昺同为1999年

出生的对手，是一位已经打进过世界

前10的球员。职业生涯首次打进巡回

赛八强，吴易昺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

信心。

上周五对阵的马纳里诺排名第63

位，是一位已经在巡回赛赛场拿过250

场胜利的老兵。面对经验丰富的对手，

吴易昺那场比赛没有被马纳里诺抓

住、放大破绽，两盘顺利过关。时隔28

年，再次有中国大陆球员打进ATP巡

回赛四强。

半决赛对阵世界排名第8，还是

本土作战的弗里茨，吴易昺从任何

角度看都没有太多胜算。吴易昺做

到了赛前所说的要轻松出战，同时

对于胜利的渴望丝毫没有因为对手

的强大而消减。首次击败世界排名

前10的球员，首次挺进巡回赛决赛，

在赢得胜利的同时，吴易昺尽显大

将风度，风趣幽默的赛后采访让人

印象深刻。

决赛对手是已经在世界赛场打

拼了16年，第31次出现在巡回赛赛场

上的发球重炮手伊斯内尔，吴易昺很

清楚要怎么做，但对手优势太过明

显，自己不能犯错，同时还要抓住稍

纵即逝的机会才有希望。吴易昺再次

显现出对胜利的坚定和平稳的心态，

面对巡回赛历史上拿下抢七次数最

多的球员，吴易昺戏剧性地经历三个

抢七大战后以2比1胜出。这一刻，吴

易昺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国男子网

球历史第一人。

夺冠后的吴易昺保持着冷静，他

说自己很开心并不是因为赢下了一场

比赛，因为中国网球终于有人可以站

出来，很幸运那个人是自己。“希望后

面更多的青少年球员和年轻球员来参

加巡回赛，而不是一直徘徊在希望赛

或者挑战赛，我希望起到一个良好的

作用，处在一个竞争性的氛围中，就可

以越打越好。”

短短一周，吴易昺让梦想照进了

现实，也点燃了他自己更大的梦想、还

有更多中国网球运动员的梦想。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田径

项目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工作，

2023年全国田径反兴奋剂和赛风

赛纪工作会议日前在西安举行。

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

副主任王新宅为参会人员介绍了

反兴奋剂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要

求大家充分认识田径赛事反兴奋

剂工作的长期性、重要性和关键

性，落实运动员就是反兴奋剂的第

一责任人，加强反兴奋剂工作力

度，确保各类赛事平稳开展。

中国田径协会主席于洪臣要求

大家主动开展作风问题自查自纠，

提振精神状态，狠抓工作落实，以过

硬的作风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发展

环境。

会上，各省区市签署了2023年

田径项目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承

诺书，承诺将坚决履行反兴奋剂和

赛风赛纪相关要求，自愿接受社会

监督。

作为2023年中国田径协会加

强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田协正式启动“干净跑道”主

题宣教活动。 （李东烨）

本报讯 日前，第三届北京市

“北京体彩杯”男子手球对抗赛在

北京木樨园体校落幕。在当天的

一场强强对决中，北京体彩队以37

比31.5战胜福建龙溪山泉队，最终

北京队以三战全胜的战绩夺冠。

福建龙溪山泉队获得亚军，北京体

彩青年队获得第三名。

中国手球超级联赛三明站将

于2月16日至24日进行，本次对抗

赛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实战热身机

会。北京队教练张骥赛后表示，队

伍在前段时间的比赛机会较少，这

次特意请来了国内高水平的裁判

员，让队员们通过难得的实战机会

检验前一阶段的训练成果。在联

赛前两站结束后，北京队暂列第

三。张骥表示，希望球队在三明站

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打出好成绩。

北京队球员王晓峰表示：“我们需

要通过比赛来反映出训练层面的

效果，比赛让我们的年轻队员进步

很快。”

福建龙溪山泉队是去年才成

立的新军，在联赛前两站表现不

俗，目前暂列积分榜第五位。主教

练蒋维一坦言，队伍还没有完全磨

合到位，还是需要通过更多的时间

和比赛打磨队伍。

本次对抗赛为期三天，除北京

队和福建队外，北京体彩青年、北

京励诚俱乐部和首都媒体手球联

队也参加了比赛。首都媒体手球

联队在中国手球协会的指导下于

今年初组建，10日应邀参与了体验

赛，20多位媒体人在北京手球队教

练的指导下，进行了手球基本技能

的训练，最后还举行了一场小型对

抗赛。

北京市木樨园体育运动技术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张军表示，北

京手球有非常光荣的传统，近年来

北京男手呈现强劲的上升态势，队

伍目前阵容齐整、状态良好，这离

不开各方面的支持，教练班子团

结、敬业，希望北京手球继续努力，

力争为国家队输送人才。

（徐泽藩）

本报讯 北京时间2月13日凌

晨，2022-2023国际象棋女子大奖

赛慕尼黑站结束了第十轮的争夺。

中国小将朱锦尔在一度比较被动

的情况下非常顽强地顶住了对手

的攻势，最终经过70多回合的战斗

与德国棋手佩茨握手言和。

朱锦尔在首站比赛中发挥不

错，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不过

在本站比赛中，这位“00后”小将遭

遇了比较大的困难，状态起伏较

大。本轮朱锦尔执黑对阵东道主

名将佩茨，在西西里防御中双方大

战78回合。经验丰富的佩茨凭借先

行优势不断给中国小将施压，转入

车兵残局之后，朱锦尔的局面已经

非常困难，不过她一直没有放弃，

而是非常耐心地与对手周旋，并成

功抓住了对手的失误，最后取得一

盘和棋。无独有偶，积分领先的俄

罗斯棋手科斯坚纽克本轮对阵印

度棋手科内鲁，也是在被动局面中

等到了对手的失误，最终抓住了和

棋的机会。

本轮的其他4盘对局全部分出

了胜负。中国棋手谭中怡错失和

棋机会，执白负于格鲁吉亚名将扎

格尼泽。“九连和”的印度棋手哈

丽卡终于止住了和棋的脚步，执白

战胜乌克兰棋手安娜·穆兹丘克。

东道主棋手瓦格纳则是首尝胜果，

执白战胜波兰棋手卡什林斯卡娅。

在另一盘对局中，哈萨克斯坦棋手

阿布杜马利克执白击败乌克兰棋

手玛利亚·穆兹丘克。

前十轮比赛结束后，科斯坚

纽克积7.5分，继续在积分榜上一

马当先。科内鲁积6.5分排名第

二，扎格尼泽积6分排名第三，哈

丽卡积5.5分排名第四，随后是同

积5分的谭中怡、佩茨和阿布杜马

利克。朱锦尔和玛利亚·穆兹丘克

同积4.5分，卡什林斯卡娅、安娜·

穆兹丘克和瓦格纳分别拿到4分、

3.5分和3分。

（葛会忠）

本报讯 “腾讯棋牌·天天象

棋”全国象棋男子甲级联赛“万载

古城杯”第二阶段赛会制日前在

江西宜春万载县进行了第17轮的

角逐。杭州队和河南队分别战胜

各自对手，继续在积分榜上并驾

齐驱。

本轮杭州队对阵实力偏弱的

深圳锋尚队，四盘棋全部在慢棋阶

段结束战斗，王天一、陆伟韬、赵殿

宇和徐崇峰相继登场，分别击败黄

海林、张彬、许国义和宿少峰，杭州

队以8比0横扫对手。河南队对阵常

规赛半程冠军深圳弈川队，汪洋慢

棋击败曹岩磊，为河南队首开纪

录。第二台何文哲在加赛超快棋

时不慎碰乱棋子被判负，李少庚为

深圳弈川队扳平比分。第三台武

俊强慢棋战胜洪智，河南队再度领

先。最后一台赵金成通过超快棋

加赛击败李翰林。这样河南队就

以6比2击败深圳弈川队。

本轮其他几场比赛中，山东队

2比6负于江苏队，成都队2比6负于

上海队，京冀联队4比4战平浙江

队，厦门队8比0大胜广东队。本轮

比赛过后，杭州队和河南队同积26

分，处于积分榜第一集团，厦门队

积23分暂列第三位。

（葛会忠）

北京男子手球对抗赛落幕

国际象棋女子大奖赛朱锦尔弈和佩茨

象甲联赛杭州河南并驾齐驱

室内田径亚锦赛800米夺冠

吴洪娇期待实现更大突破

WTT常规挑战赛安曼站

国乒小将经受历练稳步成长

国
际
乒
联
更
新
世
界
排
名
规
则

吴易昺一步步让梦想照进现实

全国田径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工作会议召开

吴洪娇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奥斯帕诺夫摄）

蒯曼（左）/林诗栋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尼库摄）（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