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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施政 校对 王菊珍

星期五

惊喜! 小威自曝怀孕20周
厉害！ 原来她拿澳网冠军时已有身孕
前天晚上，网球名将小威疑似在社交
媒体上公布了怀孕的消息。 图片上，小威
穿着黄色连体紧身衣， 小腹微微隆起，配
图的文字也很简洁——
—“20周”。
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媒体开
始疯传小威怀孕的消息。 几个小时后，小
威的发言人证实小威已经怀孕，“很开心
要向大家证实，小威将在今年秋天迎来她
的第一个孩子。”同时他也表示，小威不会
就此退役， 虽然她的2017赛季已经提前
报销，但她会在明年努力回归。
小威怀孕的这条爆炸性消息披露后，
小威的圈内好友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来
贺电。

小威怀孕两月夺大满贯
小威在去年12月公布了与男友奥哈
尼安的订婚消息。 今年1月28日，小威与

姐姐大威会师澳网决赛，最终小威历史性
地夺得了第23座大满贯单打冠军奖杯，
超越格拉芙成为公开赛时代第一人。从时
间线上推算， 小威在澳网拿下个人第23
个大满贯时已经怀有2个月身孕。
去年阿扎伦卡怀孕拿下春季北美“阳
光双冠”已经让外界无比佩服，但阿扎伦
卡去年不过才27岁， 现在小威已经即将
35岁。 这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大好年华，
但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已是高龄，能在这
时怀孕赢下大满贯，堪称奇迹。

女子网坛迎来乱世之秋
虽然发言人称小威会在明年重回网
坛，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她的年龄，那时候
她将向36岁迈进，历史上，哪怕是常青树
纳夫拉蒂诺娃，在这个年龄都无法再保持
统治力了。而且小威本身的统治时期也比

纳夫拉蒂诺娃长，在经过了产子当母亲等
一系列人生大变革之后，她是否还能继续
保持对网球的热情，我们不得而知。
随着最具统治力的小威的休赛，今年
的女子网坛肯定会大变天。单从成绩方面
来看，整个女子网坛都将从小威的怀孕休
战中受益。
上个赛季两次获得大满贯冠军的科
贝尔从本赛季开始就浑浑噩噩，一冠未得
不具统治力，WTA现在已是乱世之秋。莎
拉波娃将在下周结束自己长达15个月的
禁赛期正式复出。 随着小威的赛季报销，
莎娃复出之后少了一个最强劲的对手，她
在大赛中取得冠军的可能性大大提升。阿
扎伦卡还得到7月份的美网系列赛才复
出。现在，谁杀出来都不要惊讶，但很可能
是谁也杀不出来，因为小威不在，大家水
平都相差无几。

小威用这张照片宣布了怀孕的信息

足协杯武汉卓尔队“
战略性放弃”

校园足球精英赛开赛

替补阵容1：2不敌业余队
本报讯（记者马万勇）在昨晚进行的
2017年中国足协杯第二轮较量中， 武汉
卓尔客场1：2不敌上海嘉定城发队，后者
成为了足协杯惟一一支进入到第三轮比
赛的业余球队。
由于本周日要客场挑战冲超劲敌大
连一方， 武汉卓尔队昨晚派出替补阵容

出战足协杯。
上半时双方0：0战平。 下半时开场不
久， 主场作战的嘉定城发队便利用门前
混战先下一城。 第67分钟，康振捷接刘云
主罚的任意球头球破门，将比分扳成1比
1。 第78分钟，嘉定城发队利用快速反击
再度领先。 最终，嘉定城发队2：1击败了

斗志并不旺盛的武汉卓尔队替补阵容，
成功晋级足协杯第三轮。
据悉， 武汉卓尔主力阵容将于今天
直接从武汉出发， 替补阵容则从上海直
飞大连，两组球员将在大连会合，备战本
轮与大连一方的焦点之战。 目前大连一
方积12分排在中甲第二名。

本报讯（记者周飞）昨天，2017年度
武汉市校园足球精英赛在蔡甸第四小学
开幕， 蔡甸第四小学主场取得乙A组的
开门红。
本次比赛，共有25所学校33支球队
参加。武汉市足协青少部部长胡剑虹说，
“既然叫精英赛，是把武汉市校园足球开
展较为突出的学校组织到一起比赛，进
一步提高这些孩子们的竞技水平。同时，
每轮比赛我们都会派出‘尚文地产’的技
术专家现场观看比赛，发掘武汉足球‘未
来之星’。 ”

—— 高 端 品 牌
秋云—

成就姻缘

田老师

方老师

倪老师

叶老师

刘老师

单身朋 友好 帮 手 ， 高
级婚恋顾问。

单身朋 友知 心 大 姐 ，
高端婚姻咨询师。

单身朋 友牵 线 人 ， 高
级婚恋顾问。

单身朋友的贴心高级
婚恋顾问。

高端婚 姻咨 询 师 ， 单
身朋友的爱情顾问。

男：水生所工程师
29 岁，未婚，1.78 米，博士，收
入丰厚，住房舒适，有车出行，内
涵丰富， 愿结识善解人意女孩共
享美妙人生。 87321630
男：电力管理
30 岁，未婚，1.79 米，硕士，收
入稳定、福利好，已购新房，勤奋
敬业， 希望遇到一位温柔善良的
传统女孩。 87321625
男：地质研究所职员
31 岁，未婚，1.78 米，硕士，住
房宽敞，有车出行，年收入丰厚，
风趣幽默， 愿与善良懂生活女孩
共度今生。 87710019
男：邮科院技术人员
32 岁， 未婚，1.75 米， 博士，
英武帅气，真诚开朗，热爱事业，
收入稳定， 住房宽敞， 寻靓丽温
和女友。 87257166
男：建筑师
33 岁，未婚，1.78 米，硕士，住
房宽敞，有车出行，年收入可观，
稳重低调，体贴周到，愿与善良懂
生活女孩共度今生。 87321110

男：规划设计院工程师
29 岁， 未婚，1.76 米， 硕士，
踏实稳健，勤奋进取，热爱事业，
收入稳定， 住房宽敞， 盼望与真
诚聪慧女携手人生。 87321109
男：私营法人
31 岁，未婚，1.80 米，海归硕
士，视野开阔，事业蒸蒸日上，年
收入可观，独居复式楼，觅单纯内
秀女友。 87710019
男：项目经理
32 岁，未婚，1.75 米，双学士，
收入稳定，住房宽敞，学识渊博，
潜心事业， 希望结识传统纯朴型
女孩携手百年。 87736698
男：中科院技术人员
33 岁，未婚，1.76 米，博士，年
收入稳定，已购新房，内涵丰富，
憨厚诚实，无不良嗜好。 寻文静秀
丽女孩永结同心。 87321110
男：民营企业董事长
35 岁，未婚，1.81 米，名校硕
士，住房宽敞，收入丰厚，专车出
行， 希望找一个支持自己事业的
知识型传统女孩。 87321868

男：医院股东
38 岁，离异（无孩），1.76 米，
硕士，住别墅，名车出行，处事稳
重，追求“真诚”的他已经为你准
备好一个温暖的家。 87710019
男：研究所副主任
40 岁，离异，未育，1.76 米，硕
士，错式住宅，收入稳定，女儿随
前妻定居国外， 觅一份可以永恒
的真情。 87257166
男：建筑商
50 岁，离异，1.75 米，本科，年
收入可观， 车房皆备， 女儿已成
家， 人过半百希望邂逅贤惠的你
再创美好生活。 87321110
男：邮电系统高工
55 岁，丧偶，1.74 米，本科，子
女已经独立，年收入十分可观，多
套住房，擅长书法，寻相沫以濡的
伴侣。 87321630
男：实力商人
56 岁，丧偶，1.76 米，大本，住
房舒适，年收入丰厚，人到晚年倍
感孤独， 觅有气质有修养的女士
共度后半生。 87321625

男：行长助理
40 岁，离异（未育），1.78 米，
硕士，住房两套，以车代步，收入
稳定，学识渊博，寻知识型开朗传
统娴淑女。 87321110
男：中石油管理
41 岁，1.74 米，离异（无孩），
大本，住房宽敞，收入稳定，思维
开阔，事业顺利，前程远大，愿用
真心换真情。 87321868
男：科技公司总裁
44 岁，离异，1.76 米，大学，住
房舒适，以车代步，收入宽余，业
务精深， 希望和低调内敛的女士
再结连理。 87321109
男：转业干部
49 岁，单身，1.80 米，大本，收
入高、福利好，住房宽敞，以车代
步，开朗大度，仕途顺利，觅知心
人共享人生。 87710019
男：地产商
54 岁，丧偶，1.75 米，大本，错
层式住宅，以车代步，事业顺利，
年收入丰厚， 寻品位高雅的女性
共建家园。 87257166

女：航空后勤
25 岁，未婚，1.65 米，本科，年
收入丰富，肤白苗条，活泼不失稳
重， 寻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帮
手。 87736698
女：老师
26 岁，未婚，1.63 米，硕士，收
入稳定，心地善良，热情开朗，温
柔大方，热爱事业，寻一份风雨相
依的真情。 87321110
女：气质女商人
36 岁 ， 单 身 ， 1 . 62 米 ， 大
专，聪明灵气，漂亮甜美，渴
望认识有经商头脑的健康男
士 。 87321868
女：宾馆老板
36 岁，离异，1.65 米，本科，小
户型住房， 香车代步，白皙丰满，
温柔大方，事业卓然，渴望心灵相
碰的火花。 87321625
女：工程股东
39 岁，离异，1.68 米，硕士，自
有住房，收入稳定，温柔大方，业
务精深， 愿与大度稳重有责任感
男士共建家园。 8771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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