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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邓晶琎 责任校对 胡永龙 体育7２０11年11月29日 星期二

11月27日，在英超联赛第13轮的比赛中，
利物浦队主场1比1与曼城队战平。 图为曼城
队球员孔帕尼（左二）头球破门。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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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达人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NBA官方网
站今天公布了联盟新赛季的赛程安排 。 根据新赛
程， 每支球队都将迎来至少一次的连续3天有比赛
的 “魔鬼” 赛程。

由于这是一个缩水的赛季， 联盟各队将总共进
行66场比赛， 常规赛12月25日揭幕， 到2012年4月
26日结束。 季后赛则从2012年4月29日开始。 由于
常规赛的截止日比原赛程延期10天， 比赛场次缩水
了16场， 相当于每支球队的赛程将变得更加紧密，
每支球队平均不到两天就要出赛一场。

新赛季将自1998-1999赛季之后， 再一次迎来
连续3天有比赛的 “魔鬼” 赛程。 每支球队将至少
被安排1次这样的赛程， 有的球队则最多要体验3次
这样的噩梦之旅。

这种赛程的紧密和准备时间的紧迫将对凯尔特
人队、 卫冕冠军小牛队等球员平均年龄较大的球队
的体力提出挑战。 此外， 比赛节奏和命中率的下降
也将在所难免。

本报11月2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北京时间今
天凌晨， 在英国伦敦结束的2011年ATP （男子职业
网球协会） 年终总决赛男单决赛中， 瑞士 “天王”
费德勒以3比0战胜法国选手阿里特松加， 成功卫
冕， 并夺得本赛季的第4个冠军， 也是职业生涯的
第70个冠军。 这是费德勒在9年里第6次夺冠ATP总
决赛， 成为网球历史上的首位总决赛 “六冠王”。

本场决赛是费德勒职业生涯第7次打入年终赛
的决赛， 他也成为这项赛事自1970年举办以来第
一位6夺年终冠军、 以及夺冠年龄最大的球员。 这
场胜利也为费德勒职业生涯的第100场决赛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30岁的费德勒由此超越5冠在手的前
辈伦德尔、 桑普拉斯， 独自俯视群雄。

据新华社伦敦１１月２７日电 ２０１１年
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２７日散尽硝烟。
压轴大戏男单决赛中， 马龙以４比１力
克队友张继科， 第3次夺得该项赛事冠
军。 中国军团也成为最大赢家， 包揽
了男女单双打４枚金牌。

作为通向伦敦奥运会的重量级筹

码 ， 马龙在本次总决赛中高歌猛进 ，
展现出王者风范。 他在首轮和四分之
一决赛以４比０轻取韩国名将吴尚垠和
中华台北队好手庄智渊。 半决赛４比２
力克刚刚在男乒世界杯摘银的王皓 ，
又在决赛中以４比１战胜今年风光无限
的、 整体发挥最为稳定的张继科。

同日， 郭跃 ／李晓霞直落四局横扫
日本组合福原爱 ／石川佳纯， 获得女双
冠军。

２６日，刘诗雯出人意料地以４比０横
扫队友丁宁加冕女单桂冠， 而马琳 ／张
继科经过７局苦战以４比３力克王皓 ／马
龙获得男双冠军。

“我并没有和经纪人讨论任何关于停摆
的问题 。 我现在还在这里 ， 我不会去关注
NBA怎么样了。 我尝试让身体变得更好。我
要在这里去赢下另一个总冠军。 ”

———本赛季加盟CBA广东队的原NBA
休斯敦火箭队球员布鲁克斯，近日在被问及
NBA停摆结束后会否重返NBA时，表示暂时
不会考虑。

“悉尼奥运会是4枚金牌，雅典和北京奥
运会是3枚，伦敦不用我说拿几枚，如果到时
只拿到两枚的话，大家也就知道是进步还是
退步了。3块金牌是基本数，能否拿到不敢说，
但肯定是希望取得比北京奥运会更好的成
绩。”

———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27日在
被问及伦敦奥运会的夺金目标时，如此表态。

伦敦奥运会亚洲区足球预选赛
阿曼 1比1 卡塔尔

国家青年足球队友谊赛
中国 2比2 加蓬

英超 利物浦 1比1曼城
德甲 美因茨 3比2 拜仁

11月29日
14:00 男排世界杯 伊朗 VS 中国 CCTV5
19:30 CBA常规赛 辽宁 VS 山东 CCTV5
11月30日
03:45 英格兰联赛杯1/4决赛

切尔西 VS 利物浦 广东体育

约战球场
意外打开工作局面

33岁的张晶宇在湖南中烟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营销中心供职， 但是几年
前 ， 他还是奋斗在一线的销售人员 ，
足迹遍布全国。

“跑市场， 做销售很辛苦， 尤其
是要打开省外市场。” 张晶宇表示， 自
己刚做销售的时候 ， 曾经非常迷茫 。
每天四处奔波， 频繁的应酬， 让二十
出头、 血气方刚的张晶宇对自己的人
生产生了怀疑。

“难道这就是我以后将一直持续
下去的工作状态吗？” 年轻的张晶宇一
度想放弃这个在别人眼里待遇优厚的
工作。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
村。 一场羽毛球比赛， 意外地让张晶
宇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次与客户的交谈中， 对方提出
闲暇无事， 一起打打羽毛球， 小时候
曾练过羽毛球的张晶宇一口答应下来。

出乎他的意料， 一场酣畅淋漓的
羽毛球打下来， 张晶宇与客户的距离
顿时拉近了很多。 “大概是球场上的
惺惺相惜， 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公务
上的事情也很快落实了。”

这场意外的羽毛球让张晶宇意识
到， 当今的社会， 健康是大家最大的
追求 ， 喝酒应酬等方式已经落伍了 ，
约着一起打打球， 进行一下锻炼， 成
为越来越多职场人士的首选。

张晶宇告诉记者： “以后的工作
中， 我都是以体育运动的形式打开工
作局面的。 通过打羽毛球， 我不但完
成了工作任务， 还结交了很多知心的
球友。”

登上荧屏
成为羽毛球大明星

羽毛球运动渐渐成为张晶宇生活
的一部分， 他表示： “一周不打几次，
身体就像缺少了润滑剂。”

回到湖南， 张晶宇打球的机会更

多了。 张晶宇不但活跃在公司的各种
比赛中， 他还加入了一支在长沙羽毛
球圈内赫赫有名的俱乐部， 并成为其
中的核心球员。

张晶宇说：“这次 ‘出逃’ 参加外
面的俱乐部， 同事们都不知道。” 但在
2010年代表俱乐部参加湖南省业余羽
毛球比赛时， 张晶宇的 “出逃” 行为
还是曝光了。 当时比赛被先锋乒羽频
道播出， 张晶宇很快被眼尖的同事认
了出来， “这不是张晶宇吗？ 他上电
视啦！”

被认出的张晶宇不但没有受到同
事们的 “指责”， 还很快成为公司的羽
毛球明星。 张晶宇谦虚地表示， 其实
他和大家一样， 都是羽毛球的爱好者。

成为明星的张晶宇更忙了， “现
在， 很多人会找我打球。” 面对慕名而
来的球友， 张晶宇总是热心地将自己
的心得和经验倾囊相授。 在张晶宇的
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同事喜欢上了羽
毛球运动。 在他看来， 最幸福的事莫
过于与同事们一起快乐工作， 快乐运
动。

一场羽毛球运动， 让张晶宇意外地打开了工作局面。
从此， 羽毛球成为他的生活一部分， 成为工作的加油站，
让工作充满乐趣———

本报记者 王 亮

达人感言

“羽毛球场是我努力工作
的加油站。”

国际乒联总决赛 中国军团包揽４金

张晶宇是羽毛球场上的 “大明星”。 张晶宇 供图

NBA新赛季
出炉“魔鬼”赛程
各队平均2天1赛

6夺男子网球总决赛冠军
费德勒成就首位“六冠王”

快乐同行羽“ ”

据新华社悉尼１１月２８日电 洛伊２８日正式连任
澳大利亚足协主席， 他暗示卡塔尔会因为媒体披
露的贿赂门一事而失去２０２２年世界杯举办权。

去年１２月 ， 并不被外界看好的卡塔尔战胜美
国、 澳大利亚等竞争对手， 获得２０２２年世界杯举办
权， 将这一国际足球的顶级赛事首次带入中东地
区。 之后有外国媒体报道称， 在申办投票中 ， 三
名国际足联执委收受了卡塔尔 “黑钱”， 将选票投
给卡塔尔。

卡塔尔可能失去世界杯举办权

11月28日， 在日本福冈举行的2011年男排世界
杯第3阶段比赛中， 中国队以0比3不敌日本队， 遭
遇7连败。 新华社发

（紧接1版）举办第三届中国（湘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
术节，就是为了弘扬他的艺术创新精神，学习他德艺
双馨的艺术风范， 挖掘湖湘人文资源独特的文化魅
力，繁荣文化艺术事业，打造文化强省，推动文化事业
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覃志刚也发表了讲话。他说，举办第三届中国（湘
潭）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既是祭奠白石老人、弘扬
中华文化艺术的盛会，也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
实践。

开幕式上，还宣布了第三届中国（湘潭）齐白石国
际文化艺术节中国画作品获奖作者名单和中国书法
作品获奖作者名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瑜等为
获奖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

开幕式由省政协副主席谭仲池主持。湘潭市委书
记陈三新致欢迎辞。

开幕式后举行了“月意之夜”文艺晚会。文艺晚会
共有荷花影 、湘潭韵 、和平印3大篇章 。成方圆 、张明
敏、王宏伟等著名歌唱家在晚会上一展风采。

本届艺术节以湖南建设“文化强省”战略为契机，
以“与巨匠同行、和湘潭相约”为主题，按照“高端化、
小现场、大效益”的办节理念，推出5大主体活动，即：
开幕式暨颁奖晚会，齐白石对话毕加索，当代书画名
家作品邀请展，全国书画作品大展，“和平颂”书画名
家创作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