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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０日电（记者汪涌）中
国金花李娜在WTA公布的最新一期的世界
排名， 从今年1月底开始一直稳居的第5名位
置首次出现下滑，目前排到第6名。

李娜在今年1月底再夺澳网女单亚军，其
女子单打世界排名回升到第5后。年过三十岁
的李娜今年以来一度状态不错， 在斯图加特
公开赛中闯入决赛，迈阿密大师赛打入八强，
连续几个月坐稳了世界第5的宝座。 不过，进
入5月份后，李娜的状态出现下滑，导致李娜
世界第五的排名被意大利的埃拉尼取代。

本报记者 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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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两金创20年最差
在20日的比赛中，郭跃/李晓霞以4比

1击败丁宁/刘诗雯赢得女双冠军，王皓以
2比4败在张继科拍下，后者卫冕成功。 加
上李晓霞获得的女单冠军，国乒最终在本
届世乒赛中收获3枚金牌。 5项比赛问鼎3
项冠军，这在其他项目中，都算是非常优
异的战绩，但对于国乒来说，却创造了近
20年来的最差战绩。

国乒上一次在世乒赛中丢掉两枚及以
上的金牌，还要追溯到1993年的第42届世
乒赛。当时法国名将盖亭夺得男单金牌，韩
国的玄静和拿到了女单冠军。 此后国乒在
世界乒坛无人撼动，甚至在2005年到2011
年间，国乒连续4届包揽全部5枚金牌。

本届比赛，国乒之所以丢掉混双和男
双冠军，主要源于出战选手并非最强。

混双中， 陈玘与削球手胡丽梅搭档，
两人节奏并不同步；王励勤和饶静文同为
右手将，同时两人实力有所差距；邱贻可/
文佳则是男选手实力不如女选手。

与混双相比，男双也雪藏了一线阵容，
但派出的选手也颇具实力。 其中马琳、王励
勤、陈玘都是奥运会与世锦赛的双料冠军，
但在双打比赛中，各自实力却大打折扣。 最
终陈玘/方博无缘8强，郝帅/马琳、王励勤/
周雨均挺进4强，但先后输给了中华台北组
合陈建安/庄智渊，无缘冠军。

刘国梁否认“让球”
本届比赛国乒丢掉混双和男双金牌，

让部分球迷无法接受。 尤其是混双项目，
甚至没有中国选手进入决赛，引发了国乒
是否“让球”的争议。 对此，国乒总教练刘
国梁表示，国乒确实没让主力队员去兼双
打项目，“但绝没有让球一说”。

国乒近20年在乒乓球运动上一家独
大，客观上扼杀了比赛的悬念，甚至部分
国人也会“视觉疲劳”，导致乒乓球运动近
年来一直处在被“开除”出奥运会的舆论
漩涡之中。因此，国乒故意让出冠军，以改
变大包大揽的尴尬局面，同时提升其他国
家积极性的说法就传了出来。

刘国梁解释道，“我们确实没让主力
队员去兼双打项目，是因为五个项目的含
金量不同，我们更想突出单打。 其实不光
是我们，欧洲的很多名将也是以自己的单
打比赛为侧重点的，比方说德国的波尔和
奥恰洛夫， 他们均将重心放在单打项目
上。 ”

刘国梁还表示，国乒之所以丢掉两个
双打项目还在于心态与对手不同，“拿双
打金牌，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是创造历
史,因此会格外努力，而对我们队员来说，
只要尽力就可以了。 ”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王亮）最近似乎流行“退役”，
5月19日又传来科比或将退役的消息。 科比今天在微博
上表示，自己退役的日期将近，“但绝对不是现在”。

科比在微博上澄清道，“真的吗？我要退役了？是快
了，但还不是现在，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

5月19日科比在微博上发文，称会参加CBS电视台
的《运动奇观》栏目，并表示届时会有“让人惊讶的事
情”宣布。让人惊讶的事？科比的这一言论一经传播，立
刻引发了媒体和球迷的广泛猜测， 退役甚至是要求被
湖人特赦等种种传闻在球迷中散布开来。

今天中午，科比口中的“重磅消息”终于揭晓：他将
和《运动奇观》的节目一起在8月15日举行募捐活动，给
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送去温暖。

本报5月20日讯（记者 王亮）在今天进行的NBA
西部决赛中，马刺队以105比83轻取灰熊队，在系列赛
中先声夺人。

灰熊队曾是马刺队的噩梦。 在2011年西部季后赛
首轮比赛中， 当年的西部第八灰熊队以大比分4比2将
西部第一的马刺队淘汰掉，上演“黑八”奇迹。 时隔两
年，两队再次交手因此广受关注。

今天的比赛中，马刺队表现出旺盛的斗志，灰熊队
似乎“没有睡醒”。马刺队首节便以31比14领先了17分，
为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第二节和第三节中，灰熊队
曾找回状态，表现也与马刺平分秋色。但马刺队在第四
节再次爆发，最终以22分的优势拿下本场比赛。

马刺队本场比赛赢在防守， 成功将灰熊队的投篮
命中率压制在43%，远低于本队的52%。 针对灰熊队核
心球员兰多夫的防守尤为成功，这位内线悍将全场8投
仅1中，取下可怜的2分。

兰多夫赛后坦陈：“他们（马刺队）破坏了我打球的
节奏，我错失了很多的投篮机会。不过我会很快忘记这
场比赛，然后全力以赴准备第二场。 ”

第52届世乒赛5月20日结束了全部比赛， 国乒收获5项比赛中的3个冠军， 创造
了近20年来的最差战绩， 并引发了国乒故意让球的猜测。 对此， 国乒总教练刘国梁
表示———

“让球？ 这个真没有”

本报5月20日讯（通讯员 张宏旭）5月19
日，由中信银行独家冠名赞助的“中国业余高
尔夫球巡回赛”常德站开打，新一年“业巡赛”
的序幕就此拉开。

据悉，“业巡赛” 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主办
的赛事，是我国优秀高尔夫球手成长的摇篮，
目前国内近400名职业高尔夫球员中有近
300名来自“业巡赛”。 中信银行涉足高尔夫
运动多年，从2009年开始，已对该项赛事提
供了连续5年的独家冠名赞助， 并将持续至
2016年。

科比退役？

灰熊被“刺”

李娜现列世界第6

省教育厅51比31省老干局
省人社厅56比31省移动
省发改委52比39省委统战部
省供销社41比38省政府办公厅
省物价局54比39省委宣传部
省民政厅68比39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61比51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湖南湾田集团62比33长沙子偕

湾田杯省直机关篮球赛20日战报

快了，“但非现在”

这次，“没有睡醒”

5月19日， 中国选手马琳/郝帅以2比4不敌中华台北选手陈建安/庄智渊， 获得本
届世乒赛男双亚军。 这是本届世乒赛国乒丢掉的第二枚金牌。 新华社发

排名下降

中信银行高尔夫“业巡赛”

常德开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