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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2022澳网大满贯继续进行女
单第二轮较量。中国女网名将王蔷苦战三盘
逆转比利时选手乌伊凡克，时隔两年再度晋
级澳网第三轮（32强）。在赢下本场比赛后，
王蔷的世界排名将来到第118位。下一轮王
蔷将与美国名将凯斯争夺一个16强名额。

澳网公开赛历来是中国网球选手出成
绩的福地，但两年来受到疫情等影响，中国
网球选手的排名和状态都处于低谷。2022
澳网正赛开始后，中国金花的表现犹如一
支强心针，让中国球迷多了追赛的动力。
随着王蔷、郑钦文、王曦雨、王欣瑜和张帅
纷纷晋级第二轮，球迷都期盼中国球员可
以走得更远。

澳网女单第二轮，王蔷是第一个亮相的
中国球员。面对比利时选手乌伊凡克，王蔷
在首盘遭到对手压制，不仅在第一轮时出色
的发球手感全无，失误也有所增多。在2比
6输掉首盘后，王蔷在第二盘勉力拖入抢七
局。抢七中的王蔷也一度落后，距离被淘汰
只有两分之差。逆境时刻她顶住压力，拿下
抢七。关键的决胜盘王蔷找回手感，最终以
6比3取胜，实现大逆转。

至此，王蔷不仅收获积分，世界排名也
将上升到第 118位。回到澳网赛场，让王
蔷非常兴奋，她说：“我一直很喜欢来到澳

大利亚打球，我会有更加自信的感觉。现
在我的战术都很对头，包括这场比赛，就是
把平时训练的战术打出来，包括发球质量、
网前质量以及努力让正手更加有进攻性，
还是很有效的。”

自从东京奥运会和全运会后，王蔷已经

阔别职业巡回赛数
月。这次回来，王蔷表示
还需要更多的比赛来磨炼自
己。这场比赛王蔷要与场上的风
力以及对手对抗，这些都让比赛更加艰
难。“在这样的天气下，需要我有更好的脚步
调整，包括对手上来打得很好，所以能够坚持
下来赢得比赛，我还是挺开心的。”王蔷说。

在首轮击败高芙后，王蔷表示自己的信
心得到了提升。王蔷也再次感谢了教练帕
特·卡什对自己的帮助。她说：“澳网两场比
赛我做得还不错。去年那个赛季我一开始

更难，因为之前停顿的时间更久。这个赛季
通过教练的帮助，我在技术上有了很多改
进，在这次比赛中都用上了。这都帮助我更
好地适应这个赛季的开端。”

接下来王蔷将与凯斯争夺澳网16强的
资格。郑钦文和王曦雨也将在随后的比赛
中向澳网第三轮发起冲击。 □褚鹏

马龙复出首秀遭遇混双“一轮游”
本报讯（王笑笑）1月 19日，2022年国际乒

坛“开年大戏”——WTT（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
盟）澳门冠军赛，在澳门塔石体育馆展开。复出
参赛的国乒队长马龙，自 2009年亚锦赛后首次
亮相混双国际赛场，以0比3遭遇“一轮游”。

本次比赛为期五天，设男单、女单、混双三
个项目，每项均设 16个签位。中国队派出全部
重点队员参赛，老将马龙、许昕、刘诗雯“重出江
湖”，新科奥运冠军樊振东、陈梦、王曼昱、孙颖
莎亦在阵中。

其中，马龙双线作战，参加单打、混双两个
项目。马龙上一次参加国际赛事的混双比赛还
是 2009年 11月，该届比赛他豪取四金，其中混
双与李晓霞合作夺冠。

此番复出混双赛场，“龙队”的搭档换成了
“00后”新锐钱天一。19日晚，两人面对前青奥
会和亚运会冠军、新科单项世锦赛冠军王楚钦/
孙颖莎，以 8比 11、5比 11、9比 11落败三局，止
步首轮。20日晚，马龙还将作为 2号种子出战
男单比赛，与5号种子梁靖崑展开首轮争夺。

天津队“三分雨”浇灭首钢队连胜梦想
本报讯（陈嘉堃）在1月19日进行的CBA联

赛中，北京首钢队以 114比 126输给了天津队，
三连胜的脚步戛然而止，而且保持了7年的联赛
中全胜天津队的纪录也就此终结。

整场比赛首钢队在最为擅长的防守上表现
不佳，让对手命中了21个三分球。

按照联赛规定，上赛季排名倒数第三位的
天津队在外援上可以使用四节五人次，他们的
习惯战术是在第二、三节使用双外援，最后一节
再上单外援。面对天津队“意料之中”的排兵布
阵，首钢队本应该在第一节面对对手“全华班”
阵容时取得比分优势，可比赛中却让对手多次
命中三分球，单节输了2分。

第二节与第三节，天津队拥有双外援优势，
继续保持比分领先。首钢队主要依靠外援后卫
林书豪的得分表现，三节结束落后 5分。末节，
首钢队轮流派上外援吉布森与林书豪，但他们

的表现未能抵得上对方的罗切斯特。首钢队此
役对罗切斯特的限制非常失败，整场比赛让他
得到 39分，创造个人本赛季得分新高。天津队
本土球员的外线命中率也非常高，全队三分球
命中率高达52.5%。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球票开始预售
新华社多哈1月19日电 当地时间 19日，

2022年卡塔尔足球世界杯开始了第一阶段球
票的预售工作。

此次预售窗口期为多哈时间 2022 年 1 月
19日下午 1时至 2月 8日下午 1时。全世界球
迷们可以在线上提交购票申请，任何时间提
交的申请均享有同等购票的机会。若申请数
量超过预售总量，组委会将采取随机抽签的
方式分配预售球票。所有申购者将在 2022年
3月 8日前收到购票申请结果通知，然后可按
指定流程在线支付票款。

在此次预售窗口期，球迷可以申请购买
的球票包括单场比赛球票，包括从揭幕战至
决赛的任意一场比赛、球队套票（即指定球队

的 3场小组赛球票）、球场套票（即 4场分别在
4 座不同的卡塔尔世界杯球场举办的比赛球
票）和无障碍球票（即专供残障和行动不便的
人士）。

最低的球票价格为 40 卡塔尔里亚尔（约
合 70元人民币）。在整个世界杯期间，每位球
迷最多可以购买 60张球票。

卡塔尔世界杯的第二阶段球票售票预计
将在今年 4月 1日之前展开，届时球票将以球
迷“先到先得”的原则出售。

卡塔尔世界杯将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揭
幕，决赛于 12 月 18 日举行，这是历史上首次
在中东国家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也是世界
杯历史上首次在年底进行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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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每个州将部署一个旅的防卫武装
乌克兰国防部网站 1月 18日发布消息

说，乌克兰将组建 150个营、共计 25个旅的
领土防卫部队。

消息说，乌克兰将按照每个州一个旅的
规模部署防卫武装，共计组建 150个营、25

个旅的领土防卫部队。目前乌克兰正加快
推进部队部署，截至 17日，超过 86%的部队
驻地选址已完成。

乌国防部网站当天还发布消息说，英国
援助的轻型反坦克武器 18日运抵乌克兰。

乌国防部副部长彼得连科表示，这批武器将
仅用于防御，在“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
行动”中用于保护乌军队、关键设施和平民。

近期，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加速恶
化，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事

人员和装备。美国、乌克兰和北约声称俄
罗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有

“入侵”之势。俄方予以否认，强调北约活
动威胁俄边境安全，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
部队以保卫领土。 □据央视新闻

2022年1
月 18 日，在
俄罗斯莫斯
科，俄罗斯外
交部长拉夫
罗夫与访问
俄罗斯的德
国外交部长
贝尔伯克举
行了会谈。

在俄乌边境局势持续紧张、俄罗斯和西
方三次对话难出成果的情况下，德国总理朔
尔茨和外长贝尔伯克一再警告俄罗斯不要
在俄乌边境“轻举妄动”。

连接俄罗斯和德国的天然气管道项目
“北溪-2”近期也一再被拿上台面讨论，几乎
被视为反击俄罗斯可能“侵略”的制裁工
具。“‘北溪-2’项目推进与否实际上也受到
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同济大学德国研
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表示。

与此同时，德国联合组阁的三党之间针
对“北溪-2”问题的分歧不断暴露。内部和
外部的压力，对德国总理朔尔茨构成了不小
的挑战。

德国一再警告俄罗斯
1月 17日和 18日，德国外交部长贝尔

伯克开启其上任以来首次俄乌之行。据路
透社和德国《时代》周报 1月 18日报道，在
当日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共同举行的记
者会上，贝尔伯克表示，为了捍卫“我们的
共同规则”，德国“没有其他选择，即使需要
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她前一日在乌克
兰警告，俄罗斯“任何新的进攻性行为都会
带来沉重的代价”。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近期俄乌两国在
边境地区部署大量军事力量。西方不断渲
染俄罗斯“入侵”威胁，俄方则强调北约挤
压俄安全空间。俄罗斯与美国、北约等方
面开展对话，但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贝尔伯克还在俄罗斯重申，假使俄罗
斯“将能源作为武器”，会对“北溪-2”天然
气管道项目造成影响。拉夫罗夫则表示，
将“北溪-2”政治化的做法适得其反。

朔尔茨也作出了类似表态。1月 18日，
当被媒体问到倘若“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德国是否会停止“北溪-2”并对俄施加制裁

时，朔尔茨援引了默克尔政府去年 7月与美
国就“北溪-2”达成的协议，表示德方会坚
持这一协议中的所有内容，包括“如果有针
对乌克兰的军事干涉，会有高昂的代价，所
有事情都可以讨论”。

去年德美两国达成的协议称，如若俄
罗斯“试图将能源作为武器，或进一步对乌
克兰进行侵略行为”，德国需要采取包括制
裁在内的措施，从而限制俄罗斯对欧洲的
能源甚至是其他有关商品出口。

“北溪-2”直接通过海底连接俄罗斯和
西欧，一些人担心该项目会削弱乌克兰作
为俄罗斯天然气过境国的地位。“北溪-2”
曾遭到美国的制裁，但美德去年达成协议
后，管道也已完工并注气。不过，去年 11
月，德国监管部门宣布暂停对该项目的认
证程序。

对于俄乌边境的紧张局势，德方表示
希望利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和俄、乌、法、
德四国“诺曼底模式”等外交方式解决。然
而，对于乌克兰要求德国出售武器的诉求，
德方仍然予以拒绝。

除去近期的俄乌边境问题，德国和俄
罗斯之间还因一系列问题趋于紧张，包括
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疑似中毒事件，德
国因一起谋杀案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俄罗
斯此后对等驱逐德国外交官），德国停止俄
媒“今日俄罗斯”德语频道播出等事件。

尽管如此，德国和俄罗斯之间仍有诸
多合作领域，关系难以轻易恶化。贝尔伯
克也在这两日的访问中承认，两国在欧洲
都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近些年内德国仍
需要俄罗斯天然气，“莫斯科和柏林之间，
除了稳定的关系之外别无选择。”

总理还是外长“说了算”
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新政

府自去年12月8日上台以来，已经展开了一
系列外交行动。但正如外界此前预期，总理
朔尔茨和外长贝尔伯克之间、甚至是执政三
党之间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已逐渐暴露，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于“北溪-2”和俄罗斯
的立场。

贝尔伯克所在的绿党反对“北溪-2”，而
朔尔茨所在的社民党则想要推进该项目。社
民党传统上对俄态度更加温和，过去 8年都
参与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还在“北溪-2”管
道上岸地所在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执政。

德国执政三党对“北溪-2”表态现分歧，
总理和外长态度有“温差”，这再次引发外界
的疑问：德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否出现了
分裂？是总理府还是外交部更有话语权？

观察朔尔茨和贝尔伯克上任后在外交
事务，尤其是对俄问题上的表态，可以清楚
看到二者的差异：贝尔伯克相对直接，朔尔
茨更为模糊。“朔尔茨的风格和默克尔有些
相似，在很多事关地缘政治的问题上保持
模棱两可，有意模糊立场，不希望激化矛盾
和对立，希望寻求平衡。”伍慧萍评论道。
她认为，朔尔茨一方面想要保持对俄制裁
压力，另一方面希望推动“北溪-2”，并防止
事态恶化。

伍慧萍指出，贝尔伯克雄心勃勃，希望
积极主导议程，上任后也确实在外交方面非
常活跃。朔尔茨一方面要考虑维护政府内
部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完全约束内阁
其他成员的言行，“朔尔茨在新政府中更多
是起到居中调节作用，在政府内部需要平衡
各方、各党、不同部委之间的利益，尽量不要
引发冲突、放大矛盾，我认为他还是会在关
键时候去树立自己的威信。” □闫颂阳

德国警告：不要在俄乌边境“轻举妄动”

王蔷时隔两年重返澳网32强 体坛快讯

短道速滑队：冬奥目标全力争金
中国冰雪项目“王者之师”关注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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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岛国汤加洪阿哈阿帕

伊岛的海底火山 1 月 14 日、15 日发
生猛烈喷发，虽然受灾全貌尚被笼
罩在一片火山灰之中，但外界对火
山会否再度活动十分关注。

近年来，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
已多次喷发，而 15日的喷发被视为
30 年最大规模的一次，一些地质学
家认为，这座火山已经苏醒。
不排除再度大喷发，但可能性小
“几乎可以肯定，汤加洪阿哈

阿帕伊岛火山还会发生低等级的
火山活动。”美国地质调查所夏
威夷火山观测站负责人洪·肯 19
日表示，不排除再度发生像 15 日
那样高强度的火山喷发，但是可
能性非常小。

洪·肯分析称，任何一座海底火
山在喷发时都会构成重大威胁，危
险系数取决于火山的类型、喷发出
什么样的岩浆和喷发的高度。汤
加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是海沟火
山，此次喷发从规模来看是非常
不寻常的，而进一步的分析需要
更多信息和数据。洪·肯认为，汤
加地质调查局已经做得很好，因
为针对海底火山，保证监测设备
持续运行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他
们监测到了火山 14 日的前期喷
发，及时发布了更大规模喷发和海
啸的预警。”
环太平洋“火环”的火山将受牵连？

洪阿哈阿帕伊岛火山位于环太
平洋“火环”，该地区向来频繁发生
地震和火山活动，而且南美、北美、
欧亚地区的许多火山都集中在此

“火环”。此次汤加火山喷发是否
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担忧。

洪·肯认为，汤加海底火山此次
喷发不会对世界上其他火山造成
影响。尽管夏威夷也有火山位于环太平洋“火
环”，也尚未发现它们出现大量熔岩流或其他异
常，但并不代表未来不会喷发。

日本的一些专家就本国火山的现状也给出了相
似的结论，表明汤加火山喷发产生的冲击波并未对
日本岛屿造成过大的影响。不过，神户大学海底勘
探中心教授巽好幸撰文指出，从富士山历史上的两
次大型喷发来预测，下一次喷发可能发生在 2150
年左右，“然而，考虑到这种估算方法存在不确定
性，我们最好认为富士山的喷发已经处于迫在眉睫
的状态。如果发生大地震，富士山将‘一触即发’。”

当下，应对火山喷发灾害将成为许多国家不得
不应对的问题，尤其是像汤加这样的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洪·肯表示，需要全球合作，努力确保对火
山活动进行监测，“我们不能将这样的负担完全交
给汤加这样的小国身上”。 □陈沁涵

经过三站选拔赛，中国短道速滑队出
征北京冬奥会的 10名运动员名单上周末
正式确定。对于短道速滑队这支中国冰雪
项目的“王者之师”来说，出战北京冬奥会
的目标也很“简单明了”，就是全力争金。

男队还看武大靖任子威
男队的领军人物无疑是武大靖。2018

年平昌冬奥会，他曾以破世界纪录的成
绩，力压东道主两名实力强劲的对手，拿
到男子 500米金牌。此番主场征战，武大
靖将向卫冕发起冲击。从状态而言，本赛
季武大靖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前几
站世界杯表现一般，最后一站荷兰站比赛
中，他终于在 500米项目上夺金。

相比本赛季状态有些慢热的武大靖，
任子威则是保持“火力全开”。本赛季 4站
世界杯，他一人拿下 3枚单项金牌。此外，
他还是男子 5000米和男女 2000米混合接

力的绝对主力。
男队中另外三名选手孙龙、李文龙、张

添翼都是“00后”，北京冬奥会将是他们的
第一届冬奥会之旅。虽然都很年轻，但三名
选手都曾创造过不俗成绩。

女队瞄准接力项目
本赛季 4站世界杯，中国队女子单人项

目颗粒无收，她们只在世界杯北京站比赛
中，由范可新、曲春雨、张雨婷和郭奕含组队
获得 3000米接力冠军。这样的成绩并不意
外，客观说，自从 2014年索契冬奥会之后，
在整个平昌冬奥会周期里，中国女队的整体
实力明显下降，表现不如男队。

不过，此次出战北京冬奥会的中国短道
速滑女队中老将不少，大赛经验更丰富也是
她们的优势之一。老将范可新此前就参加
过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并在索契冬奥
会女子 1000米比赛中夺得亚军。此外，韩

雨桐和曲春雨也都参加过平昌冬奥会。至
于女队另外两名队员张楚桐和张雨婷，则是
首次参加冬奥会，她们在今年1月的选拔赛
中脱颖而出，赢下冬奥会参赛资格。

从赛程分析冲金点
短道速滑队向来是中国冰雪项目的

“王者之师”，此前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
13 枚冬奥金牌中，有多达 10 枚来自短道
速滑。北京冬奥会上，短道速滑队无疑将
继续承载诸多期待。此次出战的 10名运
动员有半数曾参加过冬奥会，其余五人则
是首次参赛。以老带新的中国短道速滑
队目标明确——全力争金。

根据赛程，北京冬奥会的短道速滑项
目将于 2 月 5 日开战，当晚将在男女混合
2000米接力项目上产生一枚金牌，这是北
京冬奥会短道速滑首金，也是中国短道速
滑队的第一个夺金点。 □李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