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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飘飘的2017年温网在北
京时间7月17日凌晨结束，这个夏
天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两
位老将的传奇。37岁的大威再次
杀奔决赛场，最终收获女单亚军，
37岁的费德勒更是一路狂飙第8
次砍下温网男单冠军。正如一位
网球评论家所言，费德勒一记正手
回球，让时间破发，最终3：0击败了
时间。的确，在这两位37岁的老将
面前，时间成为了弱势群体。

他们如何“保鲜”？
本届温网赛前，许多专家做了

“假老练”的分析，但几乎没人猜到
女单决赛里会有一位威廉姆斯。
当37岁的大威进入女单决赛时，所
有人都震惊和感动了。今年的温
网，对于大威来说，也是挺有意义
的一年——这是她第20次温网之
旅，而在1/4决赛时，面对新科法网
冠军奥斯塔彭科，大威却收割了温
网第100胜。挺进决赛之时，大威
已经击败了6位90后，其中有三位
还没出生或出生还不足月时，大威
就已经在打温网了。

同样不老的还有费德勒，瑞士
天王第一次拿到温网冠军是2003
年，14年过去，他仍能第11次进入
温网决赛。回首这11次温网决赛
经历，和他相遇的人很多都是“元
老”——菲利普西斯、罗迪克，因
此，他的不老更突显在攫取大满贯
冠军的速度上。2012年拿到划时
代的第17冠后，很多人认为他将不
会再夺冠了，随后的五年他的确颗
粒无收。不过，在今年年初的澳
网，费德勒逆转击败老对手纳达
尔，拿到第18冠。虽然从第17冠
到第18冠之间隔了五年，但让人惊
奇的是，仅仅半年后，他就把18改
写成19。

很多人惊呼，费德勒的状态简
直是“返老还童”，而他自己也很有

信心继续打下去，“自从有了去年
的经历，我现在的时间表都会提前
看一年，所以我完全有信心认为，
明年此时我会来这里卫冕。”

网坛何时“青春”？
小威缺席温网后，国外知名网

球专家开出了一张可能登顶温网
女单的选手名单——人数竟多达
40人，这意味着，只要是世界排名
前40的选手，都有希望拿大满贯
冠军。女子网坛的确进入了“群凤
无首”的时代，而让人遗憾的是，

“群凤”在大威面前竟然如此易
碎。同样，如果不是西里奇杀进决
赛，男子网坛也依然是四巨头时
代，过去的15年，男子网坛的60个
大满贯冠军几乎全部被四巨头瓜
分，只有瓦林卡、德尔·波特罗算是
侥幸。

没有新面孔，没有新惊喜，即
便是奥斯塔彭科、穆古拉扎这两位
法网、温网新冠军，也很可能依然
是崭新的冒出、崭新的昙花一现，
她们能否像大小威、莎拉波娃、海
宁一样，至少拥有一段时期的统治
力，仍是个未知数。

曾经，女子网坛就是一个出产
美少女的地盘：辛吉斯、莎拉波娃、
大小威、拿下首个大满贯冠军都不
满20岁，如今，这些人居然还活跃在
颁奖舞台——37岁的辛吉斯搭档穆
雷拿到温网混双冠军，感觉这些“老
妖们”挥之不去，一直霸占着网坛。

或许，他们不老神话的侧面暴
露出如今网坛小花、小草的水准真
的很一般；又或许，现代一流的科
研保障团队让他们运动寿命更长、
巅峰时期更长；或许，他们丰富的
经验、更有韧劲儿的斗志和心理让
他们更具竞争力，或许，网球不再
是青春运动，而已蜕变为“老年人”
的运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大姐头”是个00后
小任茜如今已是“杠把子”
在世锦赛独有的混双10米台比赛

中，中国第一位00后奥运冠军任茜居然
成了“大姐头”，她的搭档也是个00后
——2000年出生的练俊杰。从成绩来
看，中国队拿下这块本届世锦赛的“首
金”没有任何悬念。两位“00后”从第一
跳开始，每一跳得分都高居榜首，最终以
352.98分轻松夺冠，这也使得练俊杰成
为中国跳水队男选手中首位“00后”世锦
赛冠军。

其实，他们仅仅是一对临时组合，任
茜和练俊杰是赛前一个月左右才开始配
对，而且任茜还将出战女子单人和双人
10米台。为了不打乱任茜的训练节奏，
练俊杰需要多迁就任茜。练俊杰说：“我
之前是和连婕搭档，换搭档之后确实节
奏需要调整，我们身高不同，起跳高度也
不同，平时需要多花时间练习。”

显然，在混双项目中，任茜是大姐
头，而在两天后的女双10米台比赛中，任
茜在司雅杰面前，依然是小妹子。这对
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好搭档的组合，摘金
过程并不顺畅，直到第四跳开始，她们才
开始领跑，最终拿下了金牌。

两项冠军让任茜终于品尝到了世锦
赛的金牌味道，在2015年喀山世锦赛中，
当时她拿到的只是10米台女单银牌。如
今这两枚金牌到手，也让任茜实现了奥
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均夺冠的全满贯，
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跳水10米台新的领
军人物。

费德勒拿下自己的第19个大满贯。

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游泳世锦
赛战罢三天，中国队已收获三金一银，其中
川将就染指了两金一银——奥运冠军任茜
与队友搭档摘得10米板混双和10米板女双
两枚金牌，妈妈级选手蒋文文蒋婷婷两姐
妹则夺得花样游泳双人技术自选银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甘露

文婷姐妹小任茜
老少川将都给力 37岁老将还能挥洒温网决赛场

网坛“老龄化”
青春风暴何在？

游泳世锦赛三天贡献两金一银

场上最“老”再夺奖牌
文文婷婷要“把吉祥物带给女儿”

作为场上年纪最大的选手，蒋氏姐妹
六次出征世锦赛，这次是她们拿到的第六
枚奖牌。“很高兴把自己的水平展现出来，
我们给自己这次复出打9分。”虽然蒋文文
和蒋婷婷最终以接近1分的差距不敌俄罗
斯组合，但把差距缩小到不足1分，也让所
有人看到了把“宇宙无敌”俄罗斯花游队拉
下神坛的可能性。

在14日的预赛中，姐妹俩在《弗朗明
哥》的音乐声中亮相，用良好的身体条件、
高质量的动作及优秀的艺术表现力征服了
评委，以92.9033分排名第二。俄罗斯队以
2.1分的优势位居首位。16日的决赛中，她
们的表现更进一步，得到94.0775分的高
分，与第一名俄罗斯队的差距缩小到不足1
分，教练郑嘉感叹：“这是前所未有的。”

31岁的姐妹俩，是决赛场上年龄最大
的组合，拿到银牌后，站在颁奖典礼的舞台
上，她们决定把吉祥物带给小女儿们。11
日出征去布达佩斯前，她们已经在北京封
闭训练，离开她们的两个宝贝女儿已经一
周了，姐妹俩也在朋友圈发女儿的照片，以
治愈她们的思念之情。

“布达佩斯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我们
来了以后就觉得特别兴奋，很快就进入了
比赛状态，因为我们比赛前也没什么压力，
就想着完全发挥水平就满意了。”蒋文文
说，“我们复出的唯一原因，就是太爱这项
运动了，今天比赛的结果我们也很满意，这
个分数说明我们真的完全放开了。”

虽然复出至今收获的都是满满的甜
蜜，但她俩表示，目前还没有考虑3年以后
的东京奥运：“我们现在因为年龄大了（31
岁），还没有想今后更多的打算，尤其是
2020年东京奥运会，我们暂时还没有备战
计划，因为这项运动对体力的要求很高，有
些伤病问题是必须考虑的。”蒋婷婷说，“不
过，我们现在内心很充实，对音乐和这项运
动的理解比原来好，所以，我们还会再坚持
一段时间。” 蒋婷婷/蒋文文在决赛中发挥出色。

任茜在
本届世锦赛
上已取得两
枚金牌。

业绩主导行情
创指创近两年半新低

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创指创
近两年半以来新低，一边是上证
50指数创近两年以来新高，市场
跷跷板现象越发明显。白马股受
到追捧，业绩预减预亏的个股则
闪崩频现，这背后，皆因为“业绩
为王”。

创业板的大挫，主要因为权重
股中报表现不佳。权重第一的温
氏股份，预计2017年上半年盈利
16亿至19亿元，同比下滑74%至
78%。网宿科技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下滑20%至40%。掌趣科
技预计上半年同比下滑20%至
50%。乐视网披露2017年上半年
业绩预告，预计2017年上半年亏
损6.37亿元到6.42亿元。该股目
前仍在停牌，但已有多家重仓乐视
网的公募基金公司，公告下调产品
组合对其的估值，最多计入了四个
跌停板。

与创业板大挫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上证50的大涨。银行股和保
险股表现非常亮眼。中信银行盘
中一度涨停，收盘涨6.14%；招商
银行盘中创出历史最高价，中国平

安也创出近期新高。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等收盘涨幅也在
3%之上。

广发证券认为，随着外延式并
购的退潮，创业板权重股业绩增速
持续下滑，拖累创业板半年报业
绩 ，创 业 板 半 年 报 业 绩 增 速
24.2%，相对于一季报的25.4%小
幅下行。九州证券依然看好中国
经济L型拐点已过，经济企稳走好，
叠加政策倾向的利好下，股市的长
期健康牛走势。

中证投资指出，前期累计上涨
之后A股市场短线调整压力加
大。短线而言，市场风格仍将围绕
权重股、白马股进行演绎，创业板
暂难走出泥潭。市场人士指出，创
业板急跌后不必恐慌，泥沙俱下的
时候，正是沙里淘金的时候。上证
50为代表的蓝筹强势行情，短期虽
然可能受到牵制，但目前还看不出
什么因素能扭转这个趋势，没有剧
烈放量上涨、估值还没有泡沫化。
长期投资重视价值，自下而上总是
没有错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顾客零星
仍在正常营业

17日下午，记者赶到好百年家居科华
路店，目前商场处于正常营业状态，但买家
具的人寥寥无几。在好百年门口立着一张
《告顾客书》：“成都好百年家居将于2017年
8月31日停业，即日起，我们将设立专门的
顾客接待点，处理事宜。”由于商场准备转
型，现场的商家为了清仓也在进行打折活
动。“我们大部分的商品都打七折。”一位商
家告诉记者，商场转型对他们影响不大。

“我们的库存都会转到成都的其他品牌店
中。”

记者随即来到3楼的办公室，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8月31日停止营业已经确
定，但是未来如何转型尚不方便对外公
布。现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未来商
场可能会转型商业综合体。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好百年为深圳
品牌，在成都仅有一家店，好百年家居成都
科华店是于2005年11月开业至今，经营接
近12个年头。不过，好百年、百安居、苏宁、
特乐和力家居均属于同一物业，此次转型
的是好百年家居，其他品牌均不受影响。

“我们正常经营，没有什么变化。”百安居的
一位工作人员说道。

调整周期来临
问：周一沪指低开，探底回升，

尾盘走弱，你怎么看？
答：正如笔者一周前提示：

“14日前后是一个时间窗口，若市
场成交还是不能放大，市场将再度
面临超过一个月的震荡期，而叠加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个消息，这无
疑将成为短期行情的又一个分水
岭。”继续发展直接融资的消息再
度重挫次新股及创业板指数，最
终，创业板指大跌5.11%，沪指盘中
上下震荡近90点，而两市成交也大
幅放大至近5700亿元。技术上看，
显然周一的走势已经破坏掉当前
的上升技术形态，各股指均失守了
60小时均线，标志着短期调整周期
来临；从形态分析，本次调整将延
续20个交易日，由于市场当前存量
资金博弈明显，因此调整将以阴阳
相间行情进行；从60分钟图观察，

由于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先于沪指
调整，因此不排除在周一一步到位
后，出现一波针对60小时均线的反
抽，而从日线来讲就是针对10日
均线的反抽。期指市场，各合约累
计成交、持仓均明显增加，各期指
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略有扩大。
综合来看，在各路资金抱团追逐业
绩白马股的背景下，当前二八行情
还很难逆转，不过泥沙俱下，依然
是挖掘潜力股的好机会。

资产：周一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广东鸿图（002101）3万股，尖峰
集团（600668）5万股，东方园林
（002310）4万股，山东黄金（600547）
1.6万股，南山控股（002314）6万股，
青岛海尔（600690）3.4万股，启迪桑
德（000826）1.3万股。资金余额
2343563.04元，总净值6286133.04
元，盈利3043.07%。

周二操作计划：广东鸿图、尖
峰集团、山东黄金、东方园林、青岛
海尔、南山控股拟持股待涨，启迪
桑德拟适当小幅加仓。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经营12年
成都好百年家居
下月底停业

后院起火
好百年在蓉进退两难

好百年家居是国内知名家居
连锁集团，1997年创立于深圳，旗
下拥有两大家居零售品牌：HOBA
好百年家居、METEN美庭家居。
2015年11月，好百年集团在新三板
上市，成为家居流通业里率先在新
三板独立上市的企业。不过，近年
来好百年家居颇为动荡，今年6月5
日，好百年与深圳市和信和实业有
限公司拉锯了两年多的官司达成和
解，但代价是支付4530万元，此后
好百年董事长及多位高层也易人。

就成都的好百年家居广场而
言，经营状况显然也不尽如人意。

“那里的地理位置不太适合卖场，
好百年家居的生意一直都不是很
好。”四川家具产业协会会长蒋亚

昆分析，好百年家居的货是经过层
层经销商再上柜的，价格相对于厂
家直接入驻的卖场并没有优势。

“高端的没特色，低端的又没价格
优势，拿什么来竞争？”

事实上，蒋亚昆认为，好百年
家居停业最大的原因还是目前家

居建材卖场的严重过剩。泛家居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家居卖场总面
积超过4000万平方米。如果按照
1万平方米实现1亿元销售额计算，
目前国内市场2000亿元的年销售
额只需2000万平方米卖场，这意
味着有将近50%的卖场处于过剩
状态。

成都也不例外。“成都的家居
建材卖场已经过度饱和，整体的卖
场供过于求，更严重的是，例如红
星美凯龙、月星家居这类家居卖场
仍然在不断涌入市场。”他分析，目
前成都的家居建材卖场数量，只需
要一半便已经足够满足市场需求，
剩下的一半都处于过剩的状态。

“不少商场的空置率达到了一半以
上，有些卖场甚至铺位免费都没人
去，甚至得自己买了家具填在里
面，中低档的卖场显得尤为挣扎，
就看谁撑得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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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营12个年头后，位于科华路的好
百年家居店于近日发布了公告，内容显示

“现因广场经营业态调整，经公司研究决
定：好百年家居成都科华店将在2017年8月
31日《柜台租赁合同》到期后停止营业”。

业内专家分析，除了自身的经营不善，
家居建材卖场的严重过剩是其停业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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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百年科华店将在8月31日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