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 9 月 1 日晚，据美国网坛
名宿卡里罗在 CBS 美网转播节目中爆
出猛料称， 李娜会在今年的亚洲赛季
宣布退役。 本赛季，李娜先前已经宣布
退出美网在内的北美秋季硬地赛季，
随后在微博上， 李娜确定参加武汉赛
和中网。 但如今，中网会成为她的最后
一战吗？

卡里罗是前 WTA 球员，如今是美
国资深的网球评论员， 在 CBS 美网转
播节目中， 她披露：“在与李娜的经纪
人埃森巴德进行交流后， 我得知李娜
将在今年的亚洲赛季结束后宣布退
役。 ”

本赛季李娜在年初夺得澳网冠军，
这是她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 随后
在 2 月份，她升至世界第 2，创造亚洲球
员新高。 但此后她在法网和温网早早出
局，尤其是在温网之后，李娜与功勋教练
卡洛斯分道扬镳，结束合作关系。

随后，李娜退出了包括美网在内的北
美秋季硬地赛季，但在微博中宣布将参加
武汉赛和中国网球公开赛。如果卡里
罗的爆料准确，那么
中网将成为李
娜职业生涯参
加的最后一项
比赛。

“海峡组合” 彭帅 / 谢淑薇在 1 日
进行的美网女双八分之一决赛中以 6 比
7 和 4 比 6 不敌伊达公子 / 斯特里科娃

组合。 由于两人确定在美网之后正式拆
对，因此这场比赛也成了“海峡组合”在
大满贯赛场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赛后，媒体的问题集中在了彭帅
和搭档的“分手”上。 彭帅透露，虽
然在美网结束之后就要拆对， 但如
果最终的成绩可以进入新加坡年终
总决赛的话 ， 那么她们届时还将携
手参赛。

两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都非常
轻松，彭帅笑着说：“怎么整得跟告别仪
式似的。”谢淑薇则打趣道：“还没死呢，
不用这样。 ”

对于两人的合作， 彭帅表示：“感
谢这两年一直关注、支持‘海峡组合’
的球迷们，跟淑薇一起取得了两个大满
贯，进了一次年终总决赛，世界排名第
一， 这对于我们两个都是很美好的回
忆， 今年很可能会打新加坡年终总决
赛，也达到了我们的目标，也算是一个
挺圆满的句号吧。 ”

谢淑薇说：“其实很开心， 因为这两
年我们做得也蛮好的， 刚开始的时候进
了世界前十， 觉得离大满贯很近啊之类
的，彭帅自己要打单打，同时也要带我打
双打，所以说谢谢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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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就这样吧
今年亚洲赛季后退役 中网或成最后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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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组合”正式拆对

这也挺好的 ！！！！！！！！！！！！！！！！！！！！！！！！！！！！！！！！！

火 火 火 鸿茅药酒送大礼

富康医药连锁(西门三丰店 五四大街汇丰店 湟光永丰店 源丰店)及各分店 九康医药连锁(莫家街店 西大街店 南大街店 西关大街店 纸坊街店 小桥店 东稍门店)���春天医药广场 三九医药连锁(湟光店 东台店
城南店)��昌茂大什字医药商店 新绿洲医药连锁(朝阳公园对面新绿洲医药广场)及各分店 万益药业各连锁店 城东区：市民大药房 广济堂大药房 金珠瑞鑫大药房 天奕恒泰大药房 振海医药商店 宝瑞堂、宝瑞泰
大药房 城南：新绿洲泰康药店 隆济大药房 城西区：民生药业 福瑞德二店 新绿洲康健 宝瑞康大药房 城北区：佳农医药连锁中心店 振海医药 同鑫药店 昌茂医药城北店 天奕朝阳西路药店 大通：黄药铺 都乐
药店 和平药店 富康 65 分店 湟中：康佳 1 店、3 店 富康平价超市 多巴：灵峰药店 和平药店 湟源：金珠瑞福药店 新绿洲华康、一方药店 富康民盛堂 格尔木：乐生堂医药 共和：亚细亚大药房 德令哈：康福德大
药房 贵德：三九药店 互助：富康医药超市 1 店、2 店 众康连锁药店 平安：益寿堂 富康鸿福大药房 乐都：欣康大药房 新绿洲一杆秤 民和：民信医药商店 同仁：百姓医药超市 循化：慈善大药房 尖扎：第一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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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鸿茅 卓越品质
◎270 年历史传承，67 味大药大方
◎中华老字号
◎专治复发性慢性病
◎清廷十大贡酒之一
◎国家药品 GMP 认证企业
◎早晚 15 毫升，疗效可验证

●老风湿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
●胃肠道疾病、胃痛腹胀
●肾虚、腰膝酸软、气虚血亏

鸿茅药酒 通经络 通气血
通筋骨 一药三通 治大病

老风湿、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胃肠道疾病、胃病、
腹胀、肾虚、腰膝酸软及气虚血亏是常见的中老年慢
性病症，以病因杂、病症多，病程长，反复发作，治疗困
难为主要特征。 现代中医研究，以上慢性疾病都是由
于人体“三焦”不畅，经络、气血、筋骨运行受阻引起。
不疏通“三焦”，就难以从根本上治疗老慢疾病。

鸿茅药酒 67 味大组方采用医圣 “融数方于一
方，合数法于一法”的“大方复治法”，针对不同病
症辩证施治，扶正气、驱病邪，对经络有神奇疗效!
�������方中特有的西藏豹骨、麝香、红花等均为君子正
药无一味蛇蝎毒虫和金属矿物药，药物安全、药效稳
定，药物成份在酒力的推动下，能快速到达病灶，提升
药力数十倍。 对淤堵、气血凝滞、筋骨邪毒形成的风
湿骨病等中老年慢性疾病药效稳定。

【鸿茅药酒主治】

“鸿茅药酒”送父母儿女表孝心
父母辛苦一辈子， 现在年纪大了， 正是安度晚

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也是儿女孝敬父母的最
好契机。 老人不求吃，不求穿，就图有个健康的好身
体，逢年过节送上两箱鸿茅，爱护爸妈最周到。

“鸿茅药酒”送长辈福到健康到
孝敬长辈可得有讲究，送礼也得够分量。年轻人

一到节就发愁，不同的人送不同的礼，还愁啥礼物
最合适，送得出手!现在好了，都选百年鸿茅，长辈喜
欢争着要。 赶上节日期间优惠多，送礼更是好选择。

“鸿茅药酒”送亲朋礼重情更重
亲戚朋友平时见面少。过节送礼就更要精心。送

百年鸿茅，牌子大，名头响，喝酒养生更健康，亲戚
朋友高兴，送的上档次、有面子!

在 9 月 2 日转会窗口关闭当天，西甲联
赛的皇家马德里队以租借形式签下 “小豌
豆”埃尔南德斯。

埃尔南德斯在曼联队多数时间内出任
替补。 登上众星云集的“银河战舰”，他或
将继续扮演这一角色。

皇马租借埃尔南德斯

9月 1 日是欧洲足球转会窗口关闭的日
子，曼联队当日以租借形式从摩纳哥队签下
法尔考。

“很开心以租借形式加盟曼联。 曼联是
世界上最伟大的俱乐部之一，他们渴望重回
巅峰。 ”法尔考说。

据悉， 曼联为法尔考支付的租借费为
1000 万欧元， 并可以选择在租借期结束后
以 5500 万欧元签下“老虎”。

法尔考租借加盟曼联

北京时间 9 月 2 日上午，2014 年夏季
转会窗终于落下帷幕。 回顾整个夏天，英超
依然是最能烧钱的联赛， 他们用于购买球
员的投入几乎相当于西甲、意甲、德甲和法
甲之和。

整个夏季转会窗， 英超一共投入 10.20
亿欧元，引进 330 名球员；排名第二位的是
西甲，一共引进 377 名球员，投入 4.82 亿欧
元。

今夏转会英超“夺冠”

9月 1 日， 西班牙男篮世界杯结束了小
组赛第二轮的争夺， 三支亚洲球队依旧难
求一胜。 伊朗第二节崩盘，50 比 79 不敌巴
西， 韩国和菲律宾也分别以 55 比 89 和 70
比 82 的大比分输给澳大利亚和希腊。

韩国和菲律宾都起用了归化球员，事实
证明，这些球员在亚洲赛场确实够用，但在
世界杯的舞台上就差了些火候。

男篮世界杯
亚洲三强难求一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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