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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中国海南儋州第二届国际
象棋特级大师超霸战今晚 ! 时战罢第二
轮! 王 " 周唯奇和余泱漪分别战胜周健
超"李超和侯逸凡! 丁立人与卜祥志#倪华
与王皓均战成平手!目前王 "余泱漪和卜
祥志同积 "#$分#暂列积分榜榜首!

今天第二轮比赛下得异常激烈!首轮
与对手弈和的王 和余泱漪今天凭借深
厚的开局准备# 为自己赢得儋州大赛的
首场胜利! 其中王 今天一改往日的稳
健风格# 在西西里防御中为棋迷上演了
凶狠的弃子攻击# 经过 %&回合战胜周健
超! 这盘棋王 开局阶段令人吃惊地连
弃两子#赛后王 坦言#实战的大部分变
化都在自己的赛前准备之中! 侯逸凡和

余泱漪是中国目前最年轻的两位特级大
师#余泱漪在和棋的形势下走出了新招#

战胜了侯逸凡!

另外三盘棋中# 倪华与王皓在卡罗康
防御中平稳交战 '"回合#最终形成均势残
局后三次重复局面不变作和! 赛后倪华说
由于首战失利# 所以今天有意走得稳健一
些#不反对和棋!卜祥志今天与新秀丁立人
在斯拉夫防御大斗 $&回合#在前半盘一度
形势吃紧的情况下#抓住丁立人的缓手#将
局势带入均势车兵残局后握手言和!

首战双双失利的周唯奇和李超今天狭
路相逢! 这盘棋执白先行的周唯奇在布局
阶段出现疏忽#很快陷入被动!然而李超在
优势下也没能找到正确的计划# 反而出现
了低级失误#最终被周唯奇逆转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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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赢在布局上! %从海航新天
地酒店赛场走出来的余泱漪#若有所思#似
乎还在回味刚结束的第二轮比赛! 这次他
面对的是与他同龄的世界最年轻的女子国
际象棋冠军侯逸凡#余泱漪赢了!

"!岁的余泱漪是目前国内最年轻的国
际象棋男子特级大师! 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今天他精心准备了整个布局及开局#甚
至有意选择了自己不太常走的后兵体系#

力图出奇制胜!在尼姆佐维奇防御中#棋迷
一度认为双方会和棋# 结果在变化中余泱
漪走出了新招!

据了解# 前不久的全国男子国际象棋
个人赛上#侯逸凡曾战胜余泱漪#今天余泱
漪算是报了一剑之仇!

尽管今天赢得了开赛以来的首场对决#

但是#余泱漪觉得并不轻松! 他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参加比赛#平均
是每两天下一盘棋# 日前刚从伊朗回国#就

过来儋州比赛#时差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

$所幸海南良好的生态环境"美丽的自然
风光#让我恢复得比较快! %余泱漪补充说!

"&&(年#余泱漪出生在黄石一个普通人
家!!岁开始学习国际象棋#"$岁成为国内最
年轻的男子特级大师! 余泱漪回忆#七岁时#

学校给他发了一个学习$象棋%和$国际象棋%

的表格#怀着对国际象棋的好奇心#他报了国
际象棋兴趣班#结果是一发不可收拾!

一路走来# 余泱漪觉得为了支持他的
国际象棋之路#父母非常艰辛! %)*'年#他
不再上学# 只专心学棋! 父亲带着他到北
京#一边打工一边陪伴他求学!

与普通的青少年相比# 余泱漪没有走
寻常路!他告诉记者#既然选择了就不会放
弃#尽管有时会觉得很辛苦#甚至有时会烦
躁# 但是# 看到棋盘开始下棋就无法自拔
了#完全沉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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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省文体厅获悉#%*""年全国男子举
重锦标赛今天在江苏苏州开赛# 我省举重
大力士吉国华发挥出色#获得 $+公斤级总
成绩铜牌!

我省共有 '名选手参加 $+公斤级比
赛#其中我省选手陈雄获得了抓举"挺举和
总成绩的第 (名! 蒙成获得了抓举第 !名
和总成绩第 ,名!共有来自国内 '$支举重
代表队参加本次比赛#本次比赛设 $+公斤
级"+%公斤级"+&公斤级"!!公斤级",$公
斤级"&(公斤级""*$公斤级和 "*$以上公
斤级等 ,个级别的比赛! 我省选手还将参
加 ,$公斤级和 "*$公斤级以上的比赛#据
悉# 我省参加这两个级别的选手均为年轻
选手#参加本次比赛志在增加比赛经验!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举重柔道摔
跤管理中心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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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牛用防守扑灭热火
�*+,+��

!

2

+!

3~ *�Û

¿i�+芝加哥公牛队不愧为当今 -./最
佳防守球队! 在 "$日上演的东部联盟决
赛揭幕战中#公牛队用铁桶般的防守#主场
以 "*'&,%击败由$梦幻三巨头%支撑的迈
阿密热火队!

当天为公牛队取胜立下头功的自然是
本赛季最有价值运动员得主罗斯! 是役#

他贡献了本队最高的 %,分"+次助攻! 同
时#他还得到队友的鼎力支持#其中罗尔'
邓和布泽尔分别投中 %"分和 "(分!

热火队的$三巨头%虽联手拿到 +'分#

但不足以击败多点开花的公牛队! 其中波

什砍下全场最高的 '*分#韦德贡献 ",分#

詹姆斯在罗尔'邓的重点$看护%下 "$投 $

中仅拿到 "$分! 热火其他队员总共才献
上 "&分!

$你要防守#拼命防守#公牛队总能抢
到进攻篮板并屡屡二次进攻得分#%詹姆斯
谈及失败原因时说! $我们必须想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 %

波什赛后谦虚地表示#对手把防守重
点都放在詹姆斯和韦德身上#因而他才得
以拿到高分! 不过#他还是指出了本队的
不足#$我们打得没有像公牛队那般像个
团队! %

此役前两节热火队大部分时间保持领
先#但半场休息时双方打成 (,平! 比赛的
转折点出现在第三节中段# 公牛队在罗斯
的带领下打出一个 "*&*的高潮#一举把双
方分差拉开# 并在第四节继续靠出色的防
守扩大着领先优势#最终以 %"分胜出!

这是两队历史上第六次在季后赛遭遇!

此前五次# 公牛队四次淘汰热火队# 只有
%**+年公牛队在首轮以 %&(不敌热火队!

在西部半决赛中0创造了$黑八奇迹%

的孟菲斯灰熊队终止了冷门之旅# 他们在
迄今季后赛唯一$抢七大战%中以 &*&"*$

客场不敌雷霆#从而以 '&(无缘西部决赛!

>?

“吕布战三英”
45'��(�� ¡i¢

{|�

-./东部决赛开打之前#纵然
迈阿密热火方面没有泄密# 如何防守罗斯
人们也早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就看罗斯
如何应对了! 结果#罗斯 %%投 "*中#三分
球 !投 '中#罚球 +投 $中得到 %,分 +次
助攻!

热火防守罗斯策略主要有两点& 其一
是车轮战#不管是毕比还是查尔莫斯顶防#

詹姆斯和韦德二人都会时不时地前来协
防(其二是阻止他的切入#尽量使其远离篮
框#而放任他的投篮! 对此#罗斯的应对之
策也很简单# 那就是吸引对手包夹为队友
创造机会#而且一旦有机会就命中那些$该
死的%投篮! 本场手感火烫的罗斯#也让人
想起了 %**+年总决赛上的韦德!

开局阶段热火就挥舞着三板斧向罗斯

冲来#而罗斯则毫无惧色!首先是毕比在单
防罗斯时#退后一步#给他投射的空间却不
留切入的路线! 对此#罗斯连续两次在外线
命中!此后#毕比开始贴身紧跟罗斯#而为了
弥补毕比脚步缓慢的缺陷#韦德和詹姆斯也
践行赛前的承诺#时不时对其协防! 但罗斯
也看清詹韦组合只是起到吓阻作用#进攻上
打得很坚决果断!

希伯杜吸取了绿衫军的教训# 公牛进
攻更加简洁有效#给热火带来极大困扰!只
要罗斯能处在进攻模式#$单核% 较之 $多
核% 的优势反而体现出来了)))全队传球
不那么繁琐#失误相应减少#配角群还能众
志成城拼抢进攻篮板! 都说这个系列赛是
罗斯$吕布战三英%#但罗斯证明了篮球不
只是简单的巨星数量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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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刚刚结束的荷兰鹿特丹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男单决赛中负于队友张继科# 但中国头
号男单主力王皓在国际乒联公布的最新一期
世界排名榜中# 仍然占据着男单世界排名第
一的宝座!德国选手波尔继续列第二#而新科
男单世界冠军张继科则还排在第三位!

刚刚夺得荷兰世锦赛男单冠军的 %'岁
小将张继科#今年的表现十分出色#连续在
德国公开赛"亚欧乒乓球明星对抗赛和世锦
赛上获得佳绩!他 (月份的世界排名就达到
第三#平了他去年几次创下的世界第三的最

佳排名!虽然在国际乒联最新一期排名中仍
然排在第三位#但在荷兰世锦赛男单半决赛
和决赛中连续战胜波尔和王皓这两名世界
排名前两位的顶尖选手#足以证明张继科已
成为中国又一位世界最顶尖的乒乓球高手!

难怪中国男乒主帅刘国梁会毫不掩饰地评
价#张继科是最近最令他满意的队员!

中国老将马琳排第四#小将马龙列第五#

日本选手水谷隼则从第七位升至第六# 中国
选手许昕则从第六下滑到第七位# 列第八至
第十的选手分别是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

中国老将王励勤和韩国削球手朱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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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警方 "+日凌晨证实#北京
奥运会男子马拉松冠军" 肯尼亚选手塞缪

尔'卡马乌'万吉鲁 "$日晚间不幸在其家
中坠楼身亡#年仅 %(岁!

肯尼亚的尼亚胡鲁鲁市警方官员贾'
奥姆巴蒂表示# 卡马乌当地时间 "$日 %'

时左右与一不明身份的女性一同回到其距
内罗毕 "&$公里左右的家中# 随后与妻子
特'恩杰里发生争吵! 在后者离开主卧后#

卡马乌紧追不舍#但恩杰里将楼梯门锁住#

迫使卡马乌不得不跑到距离地面 +米的阳
台跳下企图追上妻子!不幸的是#他跳下后
摔在了水泥地面上并造成头部严重受伤!

卡马乌随即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但经抢
救无效身亡!

警方说# 目前上述不明身份女性还留
在当地警局接受问询# 恩杰里及其住宅看
门人已先后接受调查和问询!

因此前被诉无照拥有枪支# 卡马乌原
定于 %'日出庭接受审判!

卡马乌曾在 %**,年北京奥运会上以 %

小时 +分 '%秒夺得金牌并创造奥运会最好
成绩!此后#他还曾在芝加哥"伦敦马拉松赛
中问鼎! 与此同时#卡马乌还成为历史上蝉
联世界马拉松系列大赛积分总冠军的第一
人!目前#其个人最好成绩为其在 %**&年伦
敦马拉松比赛上创造的 %小时 *$分"*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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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结束的罗马网球大师赛男
单决赛中# 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以两
盘 +&(击败西班牙名将纳达尔夺冠! 德约
科维奇不仅将自己的连胜纪录扩大至 '&

场#且本赛季四度交战纳达尔保持了全胜!

首盘第 "*局#德约科维奇在领先一分
时#打出一记斜线穿越球#拿下该盘! 第二
盘前 ,局# 德约科维奇和纳达尔都有一次
破发!比分胶着时#运气开始倾向于德约科
维奇! 塞尔维亚名将几次接球都是擦着球
网掉到了纳达尔的半场!最后时刻#纳达尔
虽顽强化解了 '个赛点# 但德约科维奇随
后连得两分#结束战斗!

本场结束后#德约科维奇在 /12积分榜
上与榜首纳达尔之间的分差缩小到了 ()$

分! 德约科维奇赛后说#真正让他开心的是
他现在会考虑是否成为世界第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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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赛杯%国际围棋超霸赛 "+

日在南川金佛山落子! 首场比赛即爆出冷
门# 日本新锐井山裕太九段执黑中盘战胜
韩国头牌李世石九段# 率先抢到一个决赛
席位! 这一结果将迫使首场轮空的中国名
将古力九段 "!日死磕李世石#负者将无缘
本次超霸赛的最后决赛!

根据抽签# 井山裕太和李世石在首场
对阵#而古力作壁上观!执黑的井山明显偏
爱实地#上来就捞了三个角空#而小李并不
想跟随对手的调子走#在左边用$大雪崩%

定式定型后#白棋开始挑起战斗#意在混战
中打开局面!

井山和李世石此前仅交手三次# 李世

石多赢了一盘! 但当日井山这位来自关西
棋院的希望之星弈得相当稳健# 在对手挑
衅时也敢于上狠手!黑棋 +'手冲击白中央
大龙#!&手吃掉白棋 %子# 白棋损失不小#

黑棋全局形势明显占优!

在形势不利时善于搅局是小李的拿手
好戏#此战也不例外!只见白棋四处寻衅滋
事# 一些无理手段连在研究室里观战的古
力都觉得过分! 面对白棋打入中央黑势的
最后努力#井山应对无误#黑棋实地一直领
先!至黑棋弈出 %)$手时#李世石见翻盘无
望#投子认输!

胜了此局#井山裕太率先进入 ",日的决
赛#而李世石将在 "!日与老对手古力进行生
死战#胜者才能领到另一张决赛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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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酋*'+)度体育报+"+日报道说#

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已经同意担任迪拜
瓦斯尔足球俱乐部的教练#为期两年!

瓦斯尔俱乐部首席执行官阿什拉夫'
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向该报证实#马拉多纳
已同该俱乐部签订合同#!月份将正式走
马上任!他没有透露合同的具体细节#因此
马拉多纳的薪酬到底如何还不得而知! 据
悉# 俱乐部下个月将安排马拉多纳与当地
媒体见面#但具体日期尚未敲定!

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马拉多纳 "(日曾造
访瓦斯尔俱乐部#并和俱乐部官员和球员进
行了短暂会面#该俱乐部随即就其执教下一
赛季的可能性与他展开磋商!

去年南非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马拉
多纳率领的阿根廷国家队 )!(不敌德国队#

最终铩羽而归!此后#他便一直赋闲!瓦斯尔
俱乐部目前在阿联酋联赛中排名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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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有关执法部门的官员 "+日透露#因为日
前发生的一场球场暴力事件# 俄罗斯警方
逮捕了 "%"名球迷!

据外电报道# 俄罗斯警方发言人斯捷
尔利科夫说# 这场球迷骚乱发生在俄罗斯
东部城市萨马拉# 而被捕的球迷是莫斯科
斯巴达队的拥趸!

在周日的一场俄罗斯国内联赛中#莫
斯科斯巴达队客场挑战萨马拉队! 结果#

大约 '))名莫斯科斯巴达队的球迷冲破了
警方在他们的座位周围设置的屏障# 引发
了一场有数百人卷入的冲突!

斯巴达队的球迷在冲突中挥舞着被扯
烂的塑料坐椅# 而警方不得不使用催泪瓦
斯和高压水枪才把局面控制住!有 %)多人
在冲突中受伤# 另外能容纳 '')))人的球
场有 %)))多个座位被损坏! 最终#莫斯科
斯巴达队以 "&)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年世界杯足球赛将在俄罗斯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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