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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4第九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结束了第二赛段的争夺。美利达-
蓝波车队的意大利小将尼科洛·博尼法
齐奥冲刺阶段战胜了澳大利亚最派克洲
际职业队的沃特·韦伯特和自己的队友
帕里尼。尼科洛·博尼法齐奥获得赛段
冠军的同时，从贝尔金车手莫雷诺·霍夫
兰的手上夺过了冲刺积分绿衫和总成绩
黄衫。来自中国恒翔洲际队的王美银今
天通过3个途中冲刺点的拼抢，累计获
得9个减秒，从队友马光通的手中接管
了亚洲最佳蓝衫。

第二赛段从澄迈出发、绕经屯昌、定
安，通往海口全长207.2公里，是本届赛
事唯一一个里程数超过200公里的赛
段。本赛段依旧是平路赛段，不设爬坡
点 ，3 个 途 中 冲 刺 点 分 别 位 于 第
75.1KM、第 108.5KM 和 第 138.4KM
处。由于每个冲刺点的头名都能获得3
个减秒的奖励，所以今天的赛段引起了
很多志在总成绩的车队的进攻。

今天的比赛在早期经过多番进攻之
后，才产生了稳定的4人突围集团。该
集团有两名国内选手，分别是恒翔队的
王美银和捷安特-卓比奥斯车队的古颖

川。突围集团优势一度达到12分钟，这
使得今天的3个冲刺点的前三名均在突
围4人中产生。前环岛赛爬坡王王美银
今天把握机会能力出色，在3个冲刺点
中均斩获头名，合计收获9个减秒。由
于他最终跟随第一集团完赛，所以他的
9个减秒使他上升至GC榜第四，同时收
获亚洲最佳蓝衫。

身披黄衫的莫雷诺选择从右路先
冲，不过昨天惜败的美利达-蓝波车队
今天找到了获胜的感觉，他们的尼科洛
和帕里尼从另一边发动进攻，在终点前
50米把莫雷诺反超。最终尼科洛取得
了这场冲刺对决的胜利，帕里尼在终点
线前被最派克车手沃特超越，取得第三
名。莫雷诺落在乌克兰老将尤里·梅特
卢申科之后取得第六名。

凭借赛段冠军带来的10个减秒，尼
科洛的总成绩追平了莫雷诺；帕里尼凭
借第一天的6个减秒和今天的4个减
秒，总成绩也与前两人相同。在这种情
况下，两个赛段总排名相加数值最小的
尼科洛以算小分的优势力压队友帕里尼
和莫雷诺，穿上了黄衫！今天抢到9个
减秒的王美银位于3人之后，GC榜排名
第四，锁定亚洲最佳蓝衫。

环岛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结束

意大利小将异军突起夺黄衫

聚焦
环岛赛

车手骑行经过海口西海岸。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0月21日，环岛赛参赛车手在第二赛段的比赛中。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我要向贝尔金队发起挑战。”蓝波
车队的意大利小将尼科洛赛后信心十
足地说。

成功夺过贝尔金车队黄衫的尼科
洛年仅 20岁，本月 30日环岛赛结束
后第二天才是他的21岁生日。被问
到接下来的比赛有何计划时，他说：

“我在平路赛段会与队友帕里尼和费
拉利合作，尽量争取更多的胜利。至
于总成绩冠军，还要等到第七赛段来
决定。”在昨天的赛后访问中，尼科洛
的队友帕里尼已经表示贝尔金并非不
可战胜，在今天的比赛中美利达-蓝
波车队也的确兑现了诺言。该队拥有

尼科洛、帕里尼和费拉利3名冲刺好
手，争夺赛段冠军的得分点比单纯依
赖莫雷诺的贝尔金车队要多。所以在
后面的比赛中，贝尔金车队要好好想
想对策了。

王美银今天抢到9个减秒，GC队
排名稳居第四，在赛后采访中，王美银

被问及对亚洲最佳蓝衫争夺形势的看
法。他说：“今天很多队伍都想突围出
来抢减秒，自己成功突围也是很幸运。
突围4人个个都想拿减秒，不过自己把
握机会做得好一些。之后的赛段自己
只要跟随第一集团完赛，蓝衫基本上可
以保住，不过还要看第七赛段的发挥。
阿斯塔纳车队的哈萨克斯坦军团是争
夺蓝衫的最大竞争对手。”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

尼科洛：我要挑战贝尔金队

本报三亚10月21日电（记者符王润）今天，
2014世界桥牌锦标赛女子团体赛四分之一决赛
结束，中国红队战胜对手中粮亚龙湾队，晋级女
团半决赛。广州粤涛队战胜印度Formidables
队晋级公开团体赛八强。

女子团体赛中，中国女子红队、橙队、中粮亚
龙湾队、德州桥协队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
共打4节，每节14副牌，中国红队105：77战胜中
粮亚龙湾队，成功晋级半决赛，中国橙队不敌美
国Moss队，德州桥协队负于Baker队，无缘半决
赛。半决赛队伍为中国红队、美国 Moss 队、
Baker队和印尼Pertamina EP队。

今天的公开团体赛中，广州粤涛队119：114
战胜对手印度Formidables队，晋级八强，展现了
强劲的战斗力。1/4决赛进行3节，广州粤涛队遭
遇上届冠军队由荷兰和美国牌手组成的Diamond
队，前2节结束，广州粤涛队暂时落后对手。

明天，公开团体赛将决出半决赛队伍，女子
团体赛、老年团体赛则开始半决赛对抗。双人赛
继续进行资格赛。

世界桥牌锦标赛
中国红队晋级半决赛

本报椰林10月21日电（记者程范淦 通讯
员陈思国）今天，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碧波蓝
天，2014女子高尔夫蓝湾大师赛在这里开杆。美
国女子公开赛冠军魏圣美、美国LPGA巡回赛史
上最年轻冠军高宝璟、中国高尔夫大满贯第一人
冯珊珊以及国际国内最顶级的女子职业高手本周
将在鉴湖·蓝湾高尔夫球会展开为期四天的较量。

总奖金200万美元的蓝湾大师赛由绿城蓝湾
小镇冠名赞助，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
主办，得到中国高尔夫球协会（CGA）、美国女子职
业高尔夫协会（LPGA）以及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
协会（CLPGA）共同认证，是世界女子职业高尔夫
比赛的重要一站，共81位选手参赛，包括19位中
国内地选手。赛事为72洞比杆赛，不设置淘汰线。

除了魏圣美、冯珊珊，值得关注的球星还包括
目前排名世界第三的高宝璟、本年度两个冠军得
主诺德奎斯特、纳贝斯克锦标赛冠军美国神奇少
女汤普森、英国女子公开赛冠军莫·马丁、16个美
国LPGA冠军得主科尔以及美国金发美女杰西
卡·科达等。而中国方面包括了中国新一代明星
林希妤、刘钰、冯思敏、阎菁、石昱婷、鲁婉遥以及
第一代球手杨红梅和叶莉英。

女子高尔夫蓝湾大师赛
昨日在陵水开杆

本报讯 10月21日，据马来西亚
著名中文媒体《中国报》报道，大马羽总
当日证实，马来西亚一名顶尖男子羽毛
球选手在今年八月的世界羽毛球锦标
赛上药检不过关。这名选手在世锦赛
和九月的亚运会上均赢得过奖牌。

虽然马来西亚羽总一开始并没有
公布这名顶尖男子羽毛球选手的名
字，但是在今年的哥本哈根世锦赛上，

马来西亚只有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李
宗伟获得奖牌。而他在仁川亚运会的
男单半决赛中也不敌中国名将林丹，
获得铜牌。因此，这名涉药选手只能
是李宗伟。

据《中国报》报道，目前，马来西亚
羽总正等待B瓶尿样报告。值得一提
的是，今天（10月21日）是李宗伟的32
周岁生日。

李宗伟在亚运会后连续退出了丹
麦超级赛和法国超级赛，给出的理由是
连续征战要休养。

《中国报》随后再次发布消息，正式
公布了李宗伟在8月的羽毛球世锦赛
上药检阳性，或被处以最长两年的禁赛
处罚。而据马来西亚本国记者透露，原
定21日下午举行的大马体育部长的记
者会，也被推迟了。 （小新）

马来西亚媒体曝惊人消息

李宗伟世锦赛药检不过关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首届全国高校海南校
友会足球联赛近日在海口开踢，共有清华大学队、
北京大学队和上海大学队等21支高校校友球队
参加。在开幕式的首场比赛中，西南政法大学校
友队以3：1逆转对手。

据了解，举办本次比赛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全
国高校海南校友会的文体建设。本次比赛分4个
小组，小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小组前4名出线。
第二阶段采用淘汰赛制。比赛采用6人制，上下
半场各40分钟，参赛队员必须是全国高校海南校
友会成员。在首轮比赛中，上海交通大学校友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队和吉林大学校友队等球
队获得了胜利。

全国高校海南校友会
足球联赛开踢

北京时间 10 月 21 日，2014 年
WTA总决赛双打抽签揭晓，卫冕冠军
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对阵穆古拉扎/纳
瓦罗。此次总决赛是海峡组合的告别
战，但想以成功卫冕来画上圆满句号并
不容易。

今年总决赛双打阵容扩军到8对组
合，与单打较量不同，总决赛双打是直接
淘汰制，也就是每场比赛都是淘汰赛。
对阵形势为：上半区文奇/埃拉尼VS佩
斯克/斯莱伯尼克，布莱克/米尔扎VS琼
斯/斯皮尔斯；下半区马卡洛娃/维斯尼娜
VS库德里亚夫特赛娃/罗迪奥诺娃，彭
帅/谢淑薇VS穆古拉扎/纳瓦罗。

美网结束后海峡组合宣布分手，而
这之后两人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并肩作
战，默契程度自然要打一些折扣，而参赛
阵容增加到八对，也增加了彭帅与谢淑
薇的卫冕难度。

首战西班牙组合穆古拉扎/纳瓦罗，
就本赛季和整体实力而言，彭帅和谢淑
薇更胜一筹，如果正常发挥的话，海峡组
合有更大机会挺进下一轮。但即使彭
帅/谢淑薇赢下1/4决赛，接下来无论对
阵马卡洛娃/维斯尼娜，还是库德里亚夫
特赛娃/罗迪奥诺娃，获胜难度都很大，
尤其是马卡洛娃/维斯尼娜去年赢得总
决赛亚军，本赛季问鼎美网冠军、澳网亚
军和迈阿密的亚军，状态要比彭帅和谢
淑薇更出色。

头号种子文奇/埃拉尼镇守上半区，
她们也是夺冠大热门。文奇/埃拉尼本
赛季赢得澳网和温网冠军，法网也闯进
决赛，还赢得了斯图加特、马德里站的双
打冠军。这对意大利组合搭档时间长，
配合愈发默契，很有可能收获总决赛双
打冠军。

■ 林永成

WTA总决赛双打抽签揭晓

海峡组合恐难卫冕

图为李宗伟在
全英赛决赛中不敌
林丹。 小新发

10月21日，一则爆炸性消息震惊
了羽坛，李宗伟药检不过关！他本已是
一位悲情的运动员，如今恐将失去球迷
对他的支持甚至尊重。这是令人心碎
的一幕，而当天还是他的生日。

时至今日，拿到18个世界冠军、实现
了双圈全满贯的林丹，已经无限接近史上
最伟大男单选手这一殊荣，从某种意义上
讲，他需要感谢伟大的对手李宗伟，若没
有这位马来西亚一哥，林丹的成就绝不会
如此凸显，若没有李宗伟自2007年以来
与他龙争虎斗，上演激烈较量，羽毛球的
历史必将失去最精彩的篇章。

而林丹的伟大，又凸显了李宗伟的
悲情。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林丹
与李宗伟相互间的差距已经非常细微，
都达到了男单史上极高的水准。在央视
解说员洪钢看来，自2011年之后，李宗伟

的实力要胜过林丹一筹，只是他太不走运
了，连续三届大赛，李宗伟都是在最后时
刻输给了自己，而最不走运的是，他与史
上最伟大的男单运动员同处一个时代，好
比是篮球场上跟乔丹处于一个时代。

除连续输给林丹之外，李宗伟还曾
有 3 次实现世界冠军的绝佳机会。
2010年世锦赛，林丹意外输给朴成焕，
李宗伟却没能抓住机会，输给了已经有
很长时间不曾输过的陶菲克。今年，李
宗伟进入了人生的第32个年头，对于
羽毛球运动员来说，谁都清楚这意味着
什么，巅峰说不定在哪天就突然离去，
他必须抓住机会。在今年的汤姆斯杯
上，李宗伟率队挺进决赛，表现得极其
完美，但由于队友失利，马来西亚队最
终还是屈居亚军。今年的世锦赛林丹
缺席，李宗伟在决赛的发挥却并不完

美，不敌谌龙，世界冠军梦再一次破灭。
当老对手已经实现了空前绝后的双

圈全满贯，他的世界冠军数却仍然是零，
当比他年轻7岁的谌龙都拿到了单项世
界冠军，他却依然饱受决赛心魔的困扰。
好在，就算没有哪怕一个世界冠军，全世
界已经知道了他的实力，知道了他的坚毅
和决心。李宗伟赢得了越来越多球迷的
认可，喜爱和支持。

21日是李宗伟的生日，却成了他
生涯当中黑暗的一天。倘若禁赛两年
的决定尘埃落定，李宗伟不仅将无缘两
年后的伦敦奥运会，羽球生涯也将终
结。最不幸的是，伟大的职业生涯就此
留下难以抹去的污点。倘若服用禁药
最终确定，对李宗伟而言这是他心碎的
一刻，这也是让所有喜爱他的球迷心碎
的一刻，一切太残酷了。 （程田）

悲情李宗伟遭遇令人心碎一幕

生日不幸成为黑暗一天

北京时间10月23日的8场欧冠小组赛多为强
弱分明的对垒，利物浦主场VS皇马之战勉强算是一
场强强对话，但以本赛季实力和近期状态来看，主场
作战的利物浦恐怕也难以抵挡状态火爆的皇马。

皇马在赛季初经过一段时间的波动之后，球
队已经回归正轨，在各项赛事高歌猛进。皇马前
场攻击群势如破竹，联赛前8场比赛取得了令人
惊奇的30个进球，仅C罗一人便攻入15球。在
欧冠，皇马前两轮顺利取胜，此场客战利物浦也有
望取得三连胜。

苏亚雷斯出走巴萨之后，利物浦明显没有上赛
季强势。在进攻端射手状态都欠佳，防守更是漏洞
百出，以至于欧冠小组次轮0：1不敌巴塞尔。上周
末联赛虽然险胜，但也暴露出球队防线的羸弱。

开赛前，皇马传出不利消息，快马贝尔被检查
出肌肉损伤，将无缘此场与利物浦的欧冠比赛以及
本周末的国家德比大战。不过皇马阵中球星云集，
即使贝尔的缺阵，皇马在实力上的优势依然明显。

C罗无疑是皇马最为倚重的进攻点。有意思的
是，虽然C罗进球如麻，但从来没有在客场攻破过利
物浦的大门。因此C罗能否打破在安菲尔德球场0
进球的“魔咒”，也是本场比赛的看点。 ■ 林永成

■ 欧冠联赛前瞻

利物浦主场难挡皇马

据新华社南非比勒陀利亚10月21
日电（记者郭兴华、张川石）南非北豪登
省最高法院庭审法官玛希帕21日宣布，

“刀锋战士”奥斯卡·皮斯托瑞斯因过失
导致女友斯滕坎普死亡，被判刑五年。

皮斯托瑞斯共有两项罪名成立：因
枪杀女友的“过失杀人罪”被判五年徒
刑；因曾在一家餐厅鸣枪的罪名被判三
年徒刑，缓期五年执行，缓刑的前提是
皮斯托瑞斯在五年内不会再犯。

法官玛希帕说，皮斯托瑞斯犯有过
失杀人罪，判处其五年监禁。我在这项
判决中，已经考虑到罪行的严重性，甚
至导致死亡，也考虑了被告人的个人情
况和社会效应。

法官说，非监禁刑罚会向社会发出
错误的信息，过长的量刑也因为缺乏怜
悯而并不恰当。如果判刑太轻，司法将
蒙羞，人们会形成玩弄法律的态度，因
此缓刑并不适当。

法官说，失去的生命无法挽回，

希望此次判决能够给相关各方提供
某种了结。

皮斯托瑞斯表示将不会对此次判

决提出上诉。庭审结束后，皮斯托瑞斯
在与其叔叔阿诺德简单交流后便被直
接送往监狱。

现年 27岁的南非著名残疾运动
员、“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在2013年2
月 14日“情人节”射杀了女友斯滕坎
普。南非警方认为这是一起预谋凶杀
案，但皮斯托瑞斯称这是一起误杀，他
把女友误当成了入室窃贼。南非北豪
登省最高法院9月12日判定皮斯托瑞
斯谋杀罪名不成立，并裁定他犯有过失
杀人罪。

皮斯托瑞斯2012年参加了伦敦奥
运会男子400米和4X400米比赛，成
为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个双腿截肢运动
员。随后的伦敦残奥会上，他摘得男子
400米和4X100米接力金牌。

至于这起轰动全球的案件是否将
尘埃落定还取决于被害人家属是否会
提出上诉。目前南非各界对过失杀人
的裁决也有很大争议。

“刀锋战士”被判五年监禁

皮斯托瑞斯在法庭上。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0月20日电（记者姬
烨）在19日晚进行的巴甲帕尔梅拉斯主场对桑托
斯的圣保罗州德比战前，双方球迷发生暴力冲突，
导致一名21岁的主队球迷死亡。警方20日表
示，已经逮捕6名涉嫌闹事的球迷。

据悉，依然有4人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人
还被枪击中。他们的状况目前没有被公布，不过
据巴西媒体报道，4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今年，在涉及圣保罗州4支巴甲球队的球迷
冲突中，已经有3人死亡。除了新近发生的这一
冲突外，8月，一名帕尔梅拉斯球迷被科林蒂安球
迷用铁棒和木棍打死；2月，一名桑托斯球迷被圣
保罗球迷群殴致死。

巴甲再爆球迷冲突
一人死亡六人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