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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总奖金高达23万元的
2014首届“新燕泰·国际旅游岛杯”全国业余围棋
公开赛，将于11月3日至9日在海南新燕泰大酒
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港、澳、台地区的100
多名业余5段以上的棋手将参赛。

据悉，在参加本次比赛的选手中，有曾获得业
余围棋世界冠军头衔的中国“三大天王”白宝祥、
马天放、胡煜清，以及韩国著名权甲龙道场的两名
韩国籍冲段少年（将代表广东惠州西湖棋院参
赛）。奖励团体前8名，个人名次奖励前50名。
其中个人冠军6万元，亚军3万元，季军1万元。
省内最好成绩前8名、大龄（38岁以上）最好成绩
前8名也将获得奖励。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围棋协会 、省文体厅、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

海口将办全国业余围棋赛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宋国强）海南省
青少年自行车队3名队员昨晚从海口启程前往河
北，他们将代表我省参加将于10月25日—27日
在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举行的2014年全国少年
自行车锦标赛。

据海南省青少年自行车队领队邢春蕾介绍，
海南省青少年自行车队是省文体厅批准设立的我
省首支由青少年组成的自行车队。该队于今年7
月正式成立，队员均是从省内及省外比赛中选拔
出来的优秀青少年自行车选手，年龄在18周岁以
下。该队今年计划参加2014年全国少年自行车
锦标赛外，还将于11月参加在昆明举行的环滇池
高原自行车邀请赛。

我省3名车手参加
全国少年自行车锦标赛

图为省青少年自行车队队员在海口进行夜间
训练。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NBA季前赛进入尾声，北京时间10月 24
日，将进行三场比赛：黄蜂主场对阵步行者；活塞
主场与76人交锋；鹈鹕则在主场恭候小牛。鹈鹕
与小牛之战，浓眉哥戴维斯将与小牛老将诺维茨
基对位，为一大看点。

鹈鹕本赛季得到阿西克后，内线实力大增，浓
眉哥戴维斯更是有成为新赛季第一内线的趋势。
过去三场比赛鹈鹕三连胜，分别击败火箭、雷霆与
奇才。值得一提的是，三场比赛当鹈鹕派遣主力
时，优势都很明显。小牛季前赛胜负各半，上一场
他们通过苦战拿下灰熊。对于小牛主将诺维茨基
来说，此场与浓眉哥对位，是经验与天赋的较量。

黄蜂季前赛3胜4负，最近吃到两连败，球队
今年夏天重金引进的史蒂芬森打了其中的4场比
赛，场均10.7分，算是中规中矩。步行者季前赛
迄今为止2胜4负，上一场输给了森林狼。值得
一提的是，步行者主将之一的韦斯特在与小牛的
比赛中脚踝扭伤，此场比赛仍无法登场。

76人季前赛2胜5负，在东部垫底。球队今
年的目标十分明确：锻炼新人。活塞季前赛4胜2
负，排名东部前列。尽管季前赛战绩不能当真，但
也让底特律球迷看到一些希望。

■ 林永成

■ NBA季前赛前瞻

浓眉哥大战诺维茨基

本报讯 10月23日晚，在中国足协杯半决
赛第二回合比赛中，江苏舜天主场以3：0击败上
海申花队，从而以总比分5：0大胜，挺进决赛。江
苏舜天将和山东鲁能争夺今年的足协杯冠军。

双方第一回合江苏队客场 2：0战胜申花。
第二回合较量进行到下半场第57分钟，舜天队
陶源左路传中，孙可跃起头球得分。第77分钟
申花后卫陶金铲倒吴曦吃到红牌被罚出。第83
分钟吴曦混战中左脚凌空射门得分，吴曦在比
赛中还有一脚禁区外射中门柱弹出。第89分
钟，托洛扎左路单刀突击连续两脚射门，为江苏队
打进第三球。 （小新）

总比分5：0大胜上海申花

舜天挺进足协杯决赛

据 新 华 社 伦 敦 10 月 22 日 电
2014- 2015赛季欧冠联赛小组赛第3
轮比赛22日展开了第2个比赛日的较
量，在一场焦点大战中，凭借C罗和本泽
马的进球，皇马客场3：0完胜“红军”利
物浦；英超另一支球队“枪手”阿森纳则
凭神奇绝杀实现大逆转；意甲冠军尤文
图斯则爆冷不敌奥林匹亚科斯遭遇两连
败。

在利物浦坐镇安菲尔德迎战皇马
的比赛中，C罗在第23分钟与J罗打
出精妙配合，洛夫伦解围失误，C罗抓
住机会凌空抽射将球打进，这也是C

罗在欧冠赛场上的第70粒进球。第
30分钟，本泽马接克罗斯的传中头球
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随后本泽马在
第41分钟梅开二度为皇马锁定胜局。

赛后皇马主帅安切洛蒂说道：“球
员们非常努力，我们渴望复制上个赛
季的成功。”

在D组阿森纳客场与安德莱赫特
的比赛中，主队在第71分钟由纳亚尔
率先打破僵局，但“枪手”在最后的3
分钟里上演神奇大逆转，依靠吉布斯
与波多尔斯基的进球，阿森纳2：1险
胜对手。同处在D组的德甲劲旅多特

蒙德4：0大胜加拉塔萨雷，并以3战全
胜的战绩领跑D组积分榜。

A组的尤文图斯则没有那么走运
了，在客场与奥林匹亚科斯队的比赛中，
主队在第35分钟依靠反击取得领先。
尽管尤文图斯全场比赛中觅得多次射门
良机，但无奈对方门将罗伯托表现神勇，
最终0：1败北遭遇欧冠两连败。在同组
的另外一场比赛中，马竞主场5：0大胜
马尔默。

其他几场比赛，勒沃库森主场2：0
轻取圣彼得堡泽尼特，摩纳哥0：0与
本菲卡握手言和。

皇马踩踏红军 枪手神奇绝杀

■ 阿成

北京时间 10 月 23 日，皇马在欧冠
小组赛中 3：0 轻取利物浦。上赛季英
超亚军与皇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如果
皇马球员全力痛打，比分肯定会更大。

在3：0领先后，皇马球员踢得就比
较随意了，大概也就使了七成功力。但
有一个很强的目的性：帮助C罗进球。
一有机会就找C罗，想办法把皮球往C
罗脚下传。遗憾的是，C罗浪费机会的
能力与他进球的本事一样大，没能扩大
进球数。

不过，C 罗本场比赛还是进球了，
打破了在安菲尔德球场不进球的“魔
咒”。这是C罗的第70粒欧冠入球，在
前一天他的欧冠进球数被梅西追上后，
凭着这个进球重新超过梅西。值得一
提的是，C罗现在与劳尔保持的欧冠进
球最多纪录71球，只剩下1球的距离。
这恐怕也是皇马球员们全力助攻C罗

的主因吧，他们也想让C罗尽快打破欧
冠进球纪录，这不仅是 C 罗个人的荣
誉，也是属于皇马的荣誉。特别是在国
家德比即将开战的背景下，两队球员都
在较劲，争取气势和舆论上的上风。

其实梅西与 C 罗的较劲和比较这
些年来从未消停过。早些年是梅西占
上风，金球奖四连冠压得 C 罗矮了一
头。近两年 C 罗慢慢抬头了，上赛季

“夺”回金球奖，本赛季进球数遥遥领
先梅西。国家德比开打在即，这几天
我们又看到不少梅西和 C 罗的比较，
巴萨阵营说梅西的技术比 C 罗强多
了，皇马球员则拿 C 罗的进球数来佐
证C罗更强。

总是看梅西C罗“二人转”，烦也不
烦。至少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已经烦
了，他公开表态，不希望看到本赛季的
金球奖得主还是梅西或C罗，还有别的
球员也配得上金球奖。

不管普拉蒂尼的表态出于什么心

态和用意，我也顶一下他的“别只选梅
西或C罗”的观点。足球是集体运动，
在这个丰富多彩的大舞台只看“二人
转”，除了审美疲劳，你还错过了很多精
彩。还是拿金球奖来说吧，世界冠军德
国队的核心球员完全有资格当选；若论
个体，罗本、迪马利亚、J罗、内马尔等也
各有各的精彩。

梅西C罗固然个人能力超强、个人
数据很漂亮，但他们个人的表现离不开
强大集体的帮助。人们在津津乐道 C
罗进球数的同时，是不是也该统计一下
他的射门次数和浪费机会的次数，恐怕
也破历史纪录了吧。所以有人说比较
梅西与 C 罗的最好
方式，是让他们到烂
队去，看看谁的作为
更大。遗憾的是，这
种事情不会发生，而
金球奖恐怕还会落
入这两人之手。

别只盯着梅西C罗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 22日电

22日是阿森纳主帅温格65岁生日，就
在这一天，阿森纳在欧冠小组赛中最后
三分钟连入两球逆转取胜安德莱赫特
队。赛后，温格感谢队员为自己送上了

“迟到”的生日礼物。
“在欧冠比赛中最后5分钟想进球

需要很大的勇气去改变战术，在一些比
赛的最后阶段需要一些赌博式的打法，
很庆幸今晚奏效了。”温格说，“进球虽然
晚了一点，但能取得胜利总是好的。”

在22日阿森纳客场2：1战胜安德

莱赫特的比赛中，安德莱赫特在第71分
钟先下一城，无路可退的阿森纳在最后
3分钟连入两球疯狂逆转。为球队打入
制胜一球的德国人波多尔斯基第84分
钟才被温格替换上场，但仅6分钟后，他
就用一粒进球为温格送上了生日礼物。

“波多尔斯基总能为你带来进球，他
因为健康问题错过了一些比赛，但他的
状态正在恢复，他的进球并不是巧合。”
温格说，“俱乐部从未考虑过要出售他，
因为他的射术太精准了，他是那种你希
望能永远留在队中的球员。”

阿森纳主帅温格：

感谢队员送上
“迟到”的生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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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23日电（记者符王润）今天，
2014世界桥牌锦标赛女子团体赛落下帷幕，中国
红队决赛负于Baker队，获得亚军。

今天决赛共进行4节，每节14副，中国红队
对手为由美国、英国、荷兰牌手组成的Baker队，
Baker队带6.67分进入决赛。首节中国队6：67
落后，第二节22：13缩小了与Baker队的差距，但
在第三、四节分别以28：43、8：19落后对手，总分
64：128.7负于Baker队，获得亚军，与麦考尼尔
杯失之交臂。

今天结束的比赛还有公开团体赛和老年团体
赛，波兰Mazurkiewicz获得公开团体冠军（罗
森布鲁姆杯），由法国、波兰和美国选手组成的
Milner队获得老年团体冠军（兰德杯）。

明天比赛将进行公开双人、女子双人和老年
双人的决赛。

世界桥牌锦标赛

中国队获女团亚军

法队车手爆冷夺冠抢黄衫
环岛赛开赛四天黄衫四易主

意大利新星尼科洛：

我很喜欢环岛赛的赛程设计

10月23日，在雨中，环岛赛第四赛段
大团向终点冲刺。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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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兴隆10月23日电（记者
王黎刚）“海南农信杯”2014第9
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结
束了第四站文昌至万宁赛段的比
赛。来自法国马赛苹果洲际队的
朱利安·安东玛奇单飞通过终点，
爆冷获得赛段胜利。两位蓝波车
手——帕里尼和尼科洛包揽领奖
台剩余席位。失去黄衫的王美银
依旧保有亚洲最佳蓝衫，而绿衫
则继续由帕里尼获得。至此，本
届环岛赛前四天的赛段冠军和黄
衫都由不同车队的车手获得。

今天的比赛从文昌发车，途
经琼海和万宁，终点在兴隆，全长
145.8 公里。该赛段没有爬坡
点，是一个典型的平路赛段，不
过侧风和大雨使得该赛段难度
剧增。“在雨中比赛对我影响不
大，海南的道路很宽，我处于只
有3个人的突围集团里面，没有
什么麻烦，”赛段冠军朱利安说，

“不过大雨对主集团应该有影
响，他们要谨慎骑行避免摔车。
今天我的胜利也要感谢下雨，因
为它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大集团
对我的追赶。”

在一个平路赛段中让突围选
手单飞获得了胜利，相信这个结
果是很多人赛前想不到的。不过
因为集团里的明争暗斗，以及天
气原因，使得朱利安获得了千载
难逢的获胜机会。“我并没有一开
始就打算突围，后来我获得了一
些时间优势，于是就和两名突围
同伴一起突围了，”朱利安说起赛
段经过，“后来我们获得了超过6
分钟的时间优势，第三个冲刺点
过后巴库队的车手萨米尔·贾布
拉依洛夫爆胎，布尔格斯-BH队
的布托也掉队了，于是我一个人
单飞。在最后2公里我还有17秒
时间优势，后来一直坚持到了终
点。”

“我很喜欢海南风光，并且希望以
后还有机会参加环岛赛。”首次参加环
岛赛的意大利小将尼科洛说。

今年21岁的尼科洛擅长于单日赛和
平路冲刺，2014赛季参加了环迪拜、环土
耳其，环多菲内和环日本赛，表现都非常
不错。尼科洛在7岁的时候参加了小镇
里的一场自行车比赛，从此一发不可收
拾，随后成长为一名职业自行车选手。

尼科洛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海南参
加比赛，但是他却很喜欢海南的热带
风光，“在海口至文昌月亮湾赛段的比
赛时有一段看到了海，风景很漂亮，但

是侧面刮来的海风却让我们吃了不少
苦。我很喜欢今年环岛赛的赛程设计，
但是如果赛程设计中能有更多的爬坡，
或者从第四赛段开始就爬坡，那将会对
我很有优势。”

“第七赛段虽然难度很大，但是如
果我状态比较好的话，我会尝试着竭尽
所能，让自己在总成绩上有所上升。”谈
论到王美银在第三天比赛中获得黄衫
的表现，尼科洛毫不吝啬自己的赞赏。

“这名中国车手十分的勇敢，而且在冲
刺时机的把握上也非常好，这也是他穿
上黄衫的原因。但是我们车队会更积

极地去拼抢黄衫。”赞赏完王美银后，他
又大加赞扬自己的中国队友徐刚，“徐
刚在我们车队中很重要，他在这几天的
比赛中都担当控制大团节奏和追击兔
子的重任，而且每一天都能很好地完成
任务。”

尼科洛明年还想参加环岛赛，他
说：“海南岛上有美丽的风景，比赛中有
我喜欢的平路冲刺，组委会的后勤保障
和接待工作做得都很好，面对这么好的
比赛我没有理由不参加。”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兴隆10月23日电）

欧冠
小组赛

皇马队球员 C 罗
（右）的射门被利物浦队
守门员米尼奥莱扑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马德里10月22日电（报
道员谢宇智）“国家德比”在即，攻心为
上。在22日客场战胜利物浦后，皇马
主帅安切洛蒂不忘拿换下克·罗纳尔多
一事揶揄了一番他们的老对手巴萨。

安切洛蒂在皇马3球领先的情况

下将C罗换下。赛后他解释说：“我之
前就想过如果一切进行得顺利，我要给
克里斯蒂亚诺以休息。他在球场上冲
刺了很多次。我希望能把一个精力充
沛的他留到周六。”他还别有所指地说
了一句：“我没有征求他的任何意见就

把他换下来了。”
安切洛蒂此语似暗指此前巴萨主

帅恩里克换梅西未果一事。在上周对
埃瓦尔的比赛中，恩里克有意换下阿根
廷人，却被后者拒绝，于是只好改换内
马尔。事后恩里克透露：“一般来说我
们会在换人前征求球员的意见。”

C罗对此则说：“我不需要和教练
就换人事先达成什么一致。之后对巴
萨的那场比赛很重要，教练这么做是对
的。”

安切洛蒂揶揄巴萨：

我换C罗不需征求意见

欧冠小组赛继续上演好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