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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14 年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
在浙江结束了男子 56 公斤级比赛，
海南大力士蒙成发挥出色，以282公
斤获得了总成绩冠军。这是蒙成继
前不久在南京青奥会问鼎后，再次
夺冠。

本次比赛共有国内38支代表队、
262名运动员参赛，设20岁以下、20岁
以上两个组别和17个级别。海南队派
出了蒙成和陈雄两人参加男子56公斤

级的比赛。最终，蒙成以127公斤获得
了抓举第一名，以155公斤取得了挺举
第二名，以282公斤摘得了总成绩冠
军。我省另一名大力士陈雄获得了该
级别总成绩第7名，其中，他取得了抓
举第6名、挺举第8名。

蒙成1997年出生，为海口举重队
队员，今年刚刚入选国家队。在前不久
结束的南京青奥会上，举重项目中国队
派出了一男一女两人参赛。男子56公
斤级小将蒙成，是参加南京青奥会的唯

一一名海南省运动员。 2008年蒙成
正式加入海口市举重队。2011年，在
江西抚州进行的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
会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决赛中，当时年
仅14岁的蒙成带伤上阵，以总成绩262
公斤获得了铜牌。

今年年初，蒙成入选国家队。仅
仅半年时间，蒙成的成绩突飞猛进，达
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他的出色表
现，也让其顺利入选南京青奥会中国
代表团。

本报万城10月16日电（记者蔡倩 特约记
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今天记者从万宁有关
部门获悉，11月8日至9日，第七届 O’NEILL冲
浪海南公开赛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来自国内外
的50多名冲浪选手将共同竞技，已有两年冲浪经
验的万宁少年冲浪先锋队的12位小选手也将集
体亮相比赛。

2008年第一届海南冲浪公开赛只有2名中
国选手参加，今年50多个参赛选手中预计将有
80%的中国面孔。今年的比赛由万宁日月湾冲浪
俱乐部组织承办，分为 6 个组别：男子短板组，
女子短板组，男子长板组，女子长板组，16岁以下
青少年组和桨板组，奖金共11000 元。

除了精彩刺激的冲浪比赛，主办方还安排了
沙滩派对，11月8日晚上，将有来自英国的知名
音乐人为派对打碟。比赛颁奖仪式将于11月9
日举行。

据了解，本次比赛结束后，万宁日月湾将举行
ASP 秋季国际职业冲浪赛，该赛事已经确定了
4 个外卡名额分配给中国最优秀的冲浪选手，包
括两个男子短板精英赛名额、一个世界女子长板
冲浪冠军赛名额、一个世界男子长板职业冲浪赛
名额。

万宁下月举行冲浪赛
万宁12名小选手参赛

“容易出成绩、出路也不错，但是就
是没人愿意练。”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女子
拳击队主教练哈达巴特尔的困惑。

正在内蒙古包头市举行的全国女子
拳击冠军赛上，哈达巴特尔可能是全场
最忙碌的人，因为算上交换到其他队伍
的选手，共有11名来自内蒙古的拳击运
动员参加了本次冠军赛，而只有获得
2014年全国拳击锦标赛各级别前5名
的运动员才有本次冠军赛的参赛资格。

说起拳击队的成绩，哈达巴特尔一
脸的自豪，“我们已经培养出七八个全国
冠军，从2012年开始，每次全国锦标赛
都能拿三块金牌，就这几个人轮着拿。”

16日刚刚结束的9个级别的决赛
中，7名内蒙古女子拳击队培养出来的
运动员进入决赛，4名选手获得冠军，还
有两名选手进入四强。

尽管成绩骄人，但梯队建设、人才选
拔依旧是让哈达巴特尔头疼的大事，“我
们一般从全区体校选拔，但近些年即使
体校也选拔不出好苗子。女孩子不愿意
来，家长也不愿意，班主任不让走，阻力
特别大。”

哈达巴特尔说，有时看上了某个小
队员，一跟她说来打拳击，小姑娘脑袋就
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其实女子拳击容易
出成绩，有些人可能练一两年就能拿全
国冠军。而且安全性也很好，受伤率低，
比跆拳道、摔跤、柔道都安全，但就是招
不上人。”

“练惯了别的项目，刚开始改练拳
击，很多习惯、动作都改不过来。”说起招
募小队员，哈达巴特尔一脸的无奈。

在本届冠军赛上轻松斩获75公斤级

冠军的内蒙古选手李倩，在刚刚结束的仁
川亚运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她也是这个
级别比赛中国内实力最强的选手。

从篮球改练拳击，虽然不是李倩的
第一选择，但拳击项目无疑让李倩“名利
双收”：全国冠军、全运会亚军、亚运会银
牌，李倩的目光已经瞄准了2016年的里
约奥运会。

出生于1990年的李倩并不讳言打
出成绩后带给自己的改变。2013年，李
倩正式成为中国海洋大学的一名在校大
学生。此外，除了每月的津贴外，这两年
来在全国和国际比赛中获得的成绩，也

令她现在的月收入能达到五位数。
“其实出路挺好的，”哈达巴特尔说，

“如果打到全国前三名，全国各大体育院
校都愿意免试接收，而且在获得全国前三
名的当年免学费，有些院校还会给一定的
奖学金。退役之后，水平高的可以留在队
里当教练，女子拳击现在都是男教练，生
活和训练并不方便，急需女教练。”

即便前景如此诱人，哈达巴特尔说，
人们对拳击运动根深蒂固的偏见，尤其
是女孩子练拳击，面临的阻力还是难以
在短时间内破除。

（据新华社包头10月16日电）

易出成绩、出路好，就是没人愿意练——

一位女子拳击教练的困惑

本报讯 10月16日，第19届世界
围棋公开赛8强战在韩国大田三星儒
城研修院开战，结果焦点战时越中盘
屠龙胜韩国李世石，与唐韦星一起打
进4强。

中国等级分第一的时越与韩国领
军人物李世石之战无疑是今天的焦点
对决。两人的棋风都好战，开局就选择
了复杂的大雪崩定式。接着执白的李
世石率先在左下角挑起战斗，随后战火
蔓延到全盘。惨烈的战斗一直持续着，
李世石似乎起了杀心，意图利用打劫屠
龙。不过还是年轻的时越计算更为精
准，黑棋冷静弃掉一块棋，然后实施反
屠龙，并取得成功，最终中盘获胜。时
越的表现再次佐证了自己“场均一条
龙”的雅号。

周睿羊与朴廷桓之战分量也格外的
重。周睿羊外战成绩不佳一直为广大棋
迷所诟病，朴廷桓也是周的苦手之一，不
过今天棋风稳健的周睿羊却下得血性十
足。中盘阶段，周睿羊黑棋突袭白棋巨
龙，朴廷桓反击，双方展开惨烈的对杀，
形成大转换。可惜转换的结果黑棋不
利，周睿羊旧仇未去又添新恨。

其余两场比赛，唐韦星击败姜东润，
戎毅不敌金志锡，中韩四场对决2比2
打平。本届比赛三番棋半决赛11月2
日至7日在韩国继续进行。

第19届世界围棋公开赛8强赛战罢

中韩棋手半决赛pk
唐韦星：

上届冠军奖金
都交给父母

记者：8强赛感觉如何？
唐韦星：布局不太好，中盘战斗时

对方有胜机，但读秒中出现失误，自己
才能赢下来。

记者：这 次 能 否 成 功 卫 冕 三 星
杯？

唐韦星：我还是先好好准备半决赛
吧。

记者：半决赛希望对阵哪位棋手？
唐韦星：朴廷桓和金志锡都非常厉

害，谁都不好对付。
记者：32强双败淘汰赛时是与金志

锡、陈耀烨、崔哲瀚同在“死亡之组”啊。
唐韦星：是的，当时感觉只有一半

机会能出线。
记者：在小组中曾输给金志锡，如

果再遇到是否能“复仇”？
唐韦星：他实力非常强，结果很难

说。
记者：去年首夺冠军，今年再度杀

入四强，在棋的方面是否有变化？
唐韦星：感觉没什么太大变化吧。
记者：平时如何训练？
唐韦星：上午和下午都在国家队训

练，晚上也会在网上练棋。
记者：有没有其他爱好？
唐韦星：喜欢打乒乓球。但足球踢

不好。
记者：去年夺得三星杯后，冠军奖

金如何处理了？
唐韦星：全部都交给父母了。

金志锡：
好好备战冲击首冠

记者：请总评一下8强赛？
金志锡：初期对双方都很难。中盘

时对手有所松懈，我中央围得很大。从

这时开始就感觉形势有利了。
记者：此前了解 8 强的对手戎毅

吗？
金志锡：知道名字，但正式对局尚

属首次，看过他的棋谱。能够进入8强
的棋手没有弱者。

记者：进入半决赛有何感想？
金志锡：没有世界冠军是个遗憾。

这次晋级四强终于有了好机会，所以会
好好备战3周后的半决赛。

记者：对夺冠是否有压力？
金志锡：当然有很大的负担。但第

一个冠军总是很难得到，会持续保持冲
劲。

时越：
形势判断很重要

记者：请评价一下8强赛？
时越：形势复杂，战斗不利，一度非

常危险。但后半盘对方出现失误，才得
以获胜。

记者：如果李世石不开劫会怎样？
时越：那样的话，我可能会更难办。
记者：后半盘非常强，请问最重要

的是什么？
时越：是形势判断能力。
记者：如何培养形势判断能力？
时越：需要不断训练，形成自然而

然地感觉。
记者：请展望一下半决赛？
时越：相比朴廷桓，和金志锡对局

较少。不过他们实力都非常强，自己需
要全力以赴。

记者：与李世石交锋前，昨天是否
进行了备战？

时越：昨天进行了休整，晚上练了
一会，对今天的比赛还是有帮助的。

朴廷桓：
计算和战斗最重要

记者：8强赛如何？
朴廷桓：刚开始形势很难讲，后面

找到机会确立了优势。
记者：对周睿羊是否有所准备？
朴廷桓：就像平时一样，没有特别

的准备。
记者：昨天休息一天，如何度过的？
朴廷桓：和国家队一起训练，看棋、

散步等等。这里饭很好吃，几乎每次都
吃两碗。

记者：国家队集训有效果吗？
朴廷桓：最开始主要是集体研究。

后来补充了实战训练，效果不错。
记者：时越认为形势判断最重要，

你认为围棋中最重要的是哪部分？
朴廷桓：计算力和战斗力最重要，

战斗中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记者：与半决赛对手唐韦星同岁，

是否比对阵时越压力小很多？
朴廷桓：如果对方年少会有负

担。唐韦星与我同龄，半决赛要调整
好状态。

记者：是否能夺得个人第二冠？
朴廷桓：竭尽全力，力争夺冠。

半决赛对阵
时越 VS 金志锡

唐韦星 VS 朴廷桓

2014年全国举重冠军赛
男56公斤级比赛结束

海南大力士
蒙成夺冠

中国足球国字号球队又一次站在了机遇面
前。连日来一番鏖战之后，亚青赛八强席位已经
确定，中青队将在17日晚上迎战卡塔尔队，只要
取胜就可以获得2015年新西兰世青赛入场券。
在亚青赛历史上，国青队已经连续三次战胜卡塔
尔，这也意味着中青队有很大希望在时隔10年后
再次登上国际大赛的舞台。

本届亚青赛，卡塔尔队显示出了不俗实力，
这支球队的人员搭配与中国国青极为相似，都由
海归球员构建主力阵容，进攻非常犀利，阿尔萨
亚迪三场小组赛场场进球，目前以4球暂居射手
榜首位。

尽管在历史上，中青队有过接连刷“卡”的纪
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1/4决赛会轻松获胜。
事实上，看看小组赛的经历，中青队还是难以让人
放心，特别是到关键时刻，球队的发挥经常大打折
扣，此前一场与越南的平局就打得惊心动魄，令球
迷直冒冷汗。中青队要想刷“卡”，关键就是摆正
心态，以我为主，正常发挥。淘汰赛阶段首先要立
足于稳固防守，然后是抓反击的机会。

根据赛制，亚青赛前4名将晋级2015年新西
兰世青赛，如今中青队距踏入世青赛门槛仅剩一
步，主教练郑雄坦言：“全队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大
家都渴望打进世青赛，越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越要
重视对手，历史战绩不能说明太多问题，因为对手
的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还是要做好应对各种困
难的准备，全力以赴打出好成绩。” ■ 王黎刚

■ 亚青赛前瞻

中青队刷卡希望大

本报椰林10月16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
员陈思国 陈冰）今天下午5时，2014年全国女子
自由式摔跤冠军赛在陵水雅居乐体育馆落下帷
幕，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共产生8枚金牌。

本届冠军赛设48公斤级、53公斤级、55公斤
级、58公斤级、60公斤级、63公斤级、69公斤级、
75公斤级8个公斤级别的比赛项目，冠军分别由
浙江王立力、湖南庞倩玉、浙江董佳慧、福建周张
婷、解放军陈晓芳、广东王小倩、辽宁周凤和湖南
周倩获得，团体冠军由辽宁队以48的高分荣膺。

另悉，此次比赛还设立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
队、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员和优秀裁判员等奖项。

全国女子自由式摔跤冠军赛落幕

辽宁队获团体冠军

亚青赛

（17日）

国青VS卡塔尔
（CCTV-5 20：30直播

16日，全国女子拳击冠军赛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馆落下帷幕。河北九江拳击
俱乐部选手尹军花（右）在60公斤级决赛中对阵中国海洋大学选手马建霞。最终，尹
军花夺冠。 新华社发

新华社巴黎10月15日电（记者
张寒）全世界都谈埃博拉色变时，欧洲
足球也未能幸免。15日出版的《费加
罗报》称，里昂俱乐部主席奥拉接受电
话采访时不否认他对埃博拉疫情逼近
法甲有所担心。

两名里昂队球员、前锋恩杰和左后
卫贝迪莫，日前应国家队征召回国参加
非洲国家杯预选赛D组的比赛，奥拉担
心他们的西非行程会直接暴露在埃博
拉病毒的辐射下。

“我们内部讨论过这个话题。作为
俱乐部当家人，当然要考虑安全问题，”
奥拉说。“我认为法国足球俱乐部联盟、
欧洲俱乐部协会也必须站出来，在有关
埃博拉疫情的问题上捍卫俱乐部和球
员的利益。”

奥拉甚至写信给国际足联，表达他
的担心。“有疫情的地方坚决不能举办
足球比赛，”他说。上周法国各俱乐部
队医开会时，奥拉特别嘱咐里昂队的代
表把埃博拉的问题提上议程。

恩杰和贝迪莫都出战了11日喀麦
隆“客场”0：0战平塞拉利昂队的比赛，
预计15日主场再战时也将上场。喀麦
隆队目前以7分居D组首位，该组除了
喀麦隆和塞拉利昂，还包括刚果（金）和
科特迪瓦队。

由于塞拉利昂爆发埃博拉疫情，该
队不得不将自己的主场比赛从首都弗
里敦移至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而
为了防止埃博拉疫情传播到喀麦隆，两
队还事先约定，塞拉利昂国内球迷不允
许到喀麦隆为自己的球队助威。

埃博拉疫情威胁欧洲足球？

10月16日，2014年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在
香港高尔夫球会开赛，共有156名来自世界各地
的高尔夫球手参加角逐。图为梁文冲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香港高尔夫公开赛开赛

新华社巴塞罗那 10 月 15 日电
（记者周喆）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15日
在巴塞罗那正式领取了2013－2014
赛季欧洲金靴奖。

上赛季苏亚雷斯代表利物浦队在
英超联赛中打入31球，而皇马的克·罗
纳尔多也打入了31粒西甲联赛进球，
因此两人共同获得了2013－2014赛
季的欧洲金靴奖。这是苏亚雷斯首次
获得欧洲金靴奖，克·罗纳尔多则已是
第三次获奖，追平了梅西的纪录。据
悉，克·罗纳尔多将于下周领取自己的
金靴奖。

苏亚雷斯在获奖感言中说：“这是
一个美妙的时刻，我感谢我的妻子和孩
子，同时我要感谢利物浦俱乐部的全体
人员，我在利物浦队度过了3年半的难

忘时光。”同时，“苏神”也不忘提到新东
家巴萨俱乐部，“现在我开始了人生的
一个新阶段，我要在巴萨实现自己的梦
想”。

前利物浦主帅达格利什受邀为苏
亚雷斯颁奖。达格利什开玩笑说，为了
来给苏亚雷斯颁奖，自己放弃了一场高
尔夫球赛。不过能亲手为自己的爱徒
颁奖，他感到非常荣幸。

颁奖前，现场还播放了一段利物浦
队长杰拉德录制的视频。杰拉德为自
己曾经的好搭档送上了祝福，他说：“苏
亚雷斯配得上这个奖，巴萨能得到他运
气真是非常好。”

巴萨俱乐部主席巴托梅乌，球员哈
维、伊内斯塔、布斯克茨等人也来到了
颁奖仪式现场。

苏亚雷斯穿上欧洲金靴

4强棋手
赛后谈

四强棋手亮相。 小新发

16日，2014年全国举重冠军
赛在浙江结束了男子 56 公斤级
比赛，海南大力士蒙成发挥出色，
以282公斤获得了总成绩冠军。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