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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王黎
刚）世界明星赛今天在海口观澜湖黑石
球场结束了首轮正赛。正赛分为明星-
职业球手队际赛及职业球手个人赛两个
部分。原计划球手们要打满18洞，但天
公不作美，主办方做出比赛缩减成9洞的
决定。最终西蒙·戴森以-4杆的成绩领
衔职业球员，爱尔兰美女球手戴安娜·卢
娜以-3杆位列第二。明星团队部分，尤
勇和王宝强的团队以-7杆的成绩领先。

全场最受瞩目的是倒数三组的比
赛。倒数第三组由“美国队长”埃文斯、
内地著名影视明星陈道明、著名高尔夫
球手达伦·克拉克、卡莉·布斯组成。追
星的粉丝过足了“眼瘾”，一路围着“美国
队长”拍照，尖叫。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组是冯小刚、摩
根·弗里曼、贾斯汀·罗斯、加里·普莱尔
的组合。他们倒数第二组出发，冯小刚
一路开着球车载着“老戏骨”弗里曼。弗
里曼依旧单手挥杆酷劲十足，粉
丝们纷纷拍照记录下这特殊的挥
杆动作。冯小刚也是非常专注，
跟球童交流着每一杆的打法。

最后一组出场的是明星赛
“人气王”姚明。姚明与好莱坞影
星妮可·基德曼、职业球员苏
珊·佩德森、伊恩·保尔特同组。
姚明今天和妮可·基德曼组成了
最萌身高差赚足了眼球。

海口观澜湖明星赛首轮收杆

尤勇和王宝强领跑明星组

刚刚帮助欧洲队拿到莱德杯冠军
的贾斯汀·罗斯来到海口，参加观澜湖
世界明星赛。“我很喜欢海口，这里不
仅仅有高尔夫，我还到了当地新开的
商场购物，感觉很好，能感受到当地的
文化。”罗斯说。

上个月在苏格兰结束的莱德杯高
尔夫球欧美对抗赛，欧洲队以16.5比
11.5战胜美国队成功卫冕。罗斯毫无
疑问是头号功臣，他和麦克罗伊是仅
有的两位出战全部5场比赛的队员，
他保持不败拿下4分，排名第一。

说到这次比赛，罗斯非常开心，他
认为欧洲队一直在进步，“上届莱德杯
我们打得很艰难，仅以1分取胜，夺冠
有些运气成分，但这次我们的实力提
高了很多，队伍越来越好，能够再次夺
冠，是我们实力的体现。”

“麦克金利非常不错，他是一位很
好的队长，尽管话不多，但总是能说出
一两个关键点，让我们非常专注。”对
于这次莱德杯队长麦克金利，罗斯给
出很高评价，但谈及下任，他笑了，“我
希望是达伦·克拉克，我想保尔特或许
也是这样想的，你可以再问问他。”

此次明星赛，罗斯显然没有特
别的任务，“我会以享受为主，在这里
打球，购物，认识新的朋友，感觉很
棒。”结束海口的比赛，他将转战上
海，参加即将在那里举行的宝马大师
赛和汇丰冠军赛，“我希望在比赛中
拿到更多的排名积分。”罗斯说，尽管
夺得莱德杯，对于这个赛季他并不满
意，只给出70分，下赛季，他将70%
的精力放在美巡赛上，30%的时间用
于打欧巡，“我希望在四大满贯上能
有好的表现，能够上一个台阶。”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

赛事推广大使，华语乐坛天王级巨
星周杰伦现身海口。周董坦言，自己现
在的高球水平仅是初学者。

“周杰伦是万人迷，从6岁的小孩
到60岁的长辈都是他的歌迷。”观澜
湖集团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朱鼎健介绍
说，他曾去过周杰伦的演唱会，感觉非
常震撼，“他是华语乐坛的最强声音，我
们希望高尔夫运动也能和最强音合作，
可以推广普及和发展。”朱鼎健说，这是
他们邀请周杰伦担任此次赛事推广大
使最主要的原因。

周杰伦说，他觉得能全家参加到
高尔夫运动中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作为普通大众，从小朋友，到长辈，
全家大小出来一起玩，是最开心的事
情。如果一家人中，爸爸打高尔夫，
其他人也可以玩一下，放松，在这里
让我真正感觉到夏威夷的感觉。”周
董还透露，自己工作的时候，去到外
地也不时会邀请妈妈同行，“带着我
妈一起，就不像在工作”。

海口观澜湖度假区内的电影公社
是当地一大景点，该公社由观澜湖集
团、华谊兄弟传媒股份公司及著名电
影导演冯小刚合资打造，有三条电影
商业街区、一个园林电影场景区、5个
室内大型摄影棚等。周杰伦说，自己
曾来海南拍过广告，如今当了导演，他
也希望以后能在电影公社里拍摄电
影。“这里最大的棚，八千平米，比一个
足球场大，电影要在这里拍，也不用搭
景色，是很幸福的事情。”

当问及是否会拍摄有关高尔夫主
题的电影时，周杰伦表示“MV更有可
能”，他坦言自己还是高尔夫初学者，距
离拍电影有点距离。“拍电影要对高尔
夫非常专业，我只是初学者，挥杆可能
打不到球，拍电影遥远了一点，MV现
实一点。”不过周董也表示，他希望有更
多一点时间来学习高尔夫，下次再来时
可以变得更厉害。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

周杰伦自嘲：

我是初学者打不到球

莱德杯冠军球员罗斯：

我很喜欢海口

本报八所10月25日电 （记者王
黎刚）“海南农信杯”2014第九届环海
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进行了第六赛
段的比赛。来自蓝波车队的意大利小
将尼科洛·博尼法齐奥冲刺战胜贝尔金
车队的巴里·马库斯以及澳大利亚最派
克车队的沃特·韦伯特，收获个人在本
届比赛上的第二场胜利。凭借本场胜
利，他也从队友帕里尼的手中接过了冲
刺绿衫以及总成绩黄衫。亚洲最佳蓝
衫以及爬坡王圆点衫的归属者不变，王
美银以及乌克兰国家队的塞吉·格雷卿
继续捍卫着荣誉。

从三亚至东方的第六赛段全长
182.1 公里，途中设置了3个冲刺点。
由于本赛段没有爬坡点，所以圆点衫保

有者塞吉只要安全完赛就能继续保有
圆点衫。今天的突围集团直到比赛进
行到50公里过后才得以逃脱。中国恒
翔车队王波、捷克杜卡拉车队的马丁·
布拉哈和波兰CCC车队的阿德里安·
洪斯基等5人脱离大集团。以上3人瓜
分了3个途中冲刺点的3个头名。

最后10公里内，蓝波车队主导的
主集团抓回所有突围者，再无人能发
动进攻。时隔两天之后，比赛又将以
上百人的大集团冲刺决定赛段冠军
了。位于东方市的最后1公里路完全
是大直道，没有任何拐弯，因此这场大
集团冲刺非常考验团队带冲配合。最
派克车队的冲刺主将沃特·韦伯特在
队友的带冲下率先在最后 150 米开

冲，为他带冲的队友在退下时也成功
阻挡了黄衫保有者帕里尼的线路。然
而蓝波的另一名冲刺好手尼科洛成功
从右路闪开了空当，并发动最强势的
加速。任凭贝尔金车队的巴里·马库
斯奋力追赶，也只能在终点线前目送
尼科洛举起双手庆祝。

连续6天的高强度比赛已经让车
手们的体力到达一个瓶颈期，然而明天
的第七赛段就是号称九届环岛赛以来
难度最高的赛段了。该赛段的线路长
达199.3公里，包含3个冲刺点和3个
一级爬坡点，丰富的抢分点势必引起志
在总成绩和爬坡王的车手们的狂攻。3
个一级爬坡点——九架山、鹦哥岭以及
阿陀岭，一个比一个难。

环岛赛三亚至东方第六站结束

意大利小将抢到领骑衫

“明天东方至五指山赛段的比赛
是我们和意大利人决一死战的时候，
这是我们战胜意大利人的最好机会。”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职业队队员迪米
特里说。

迪米特里2014年入选阿斯塔纳职
业队环法阵容，获个人计时赛第33名；
2013年入选阿斯塔纳职业队环意阵容，
获个人计时赛第3名；分别在2008和
2012年参加过环岛赛，曾获得一个总成
绩第一、两个赛段冠军。

回忆起自己第一次骑车的那个场
面，迪米特里说：“小时候我的一个小伙
伴有一次丢给我一辆自行车然后说‘来
和我们骑车吧’，当时我心想骑自行车应
该不错吧，于是就跟着他们一起义无反
顾的爱上了自行车运动，而那个时候丢
给我一辆自行车的小伙伴正是现在一起

并肩作战的队友。”而这一骑就是16个
年头。

每次来到海南，迪米特里都十分着
迷于海南的热带气候，椰树、沙滩更是
在高纬度地区的哈萨克斯坦所见不到
的。他每次来到海南都会发现所到的
城市都有很大的变化，道路越来越平
坦，但是海南的天气让他捉摸不透。

“2012年环岛赛时我们顶着台风仍然
在比赛，就连比赛最后冲刺的时候受到
侧风的影响，选手们都是斜着身子通过
终点线。而在今年第五赛段的比赛中
也是一路大雨，让我们都吃尽苦头，下
坡的时候地面也是非常湿滑，所以我们
在下山时都异常小心。但是第四赛段
的时候又非常的炎热，这样的天气真是
有点受不了。”

对于所有此前曾经来过环岛赛的
车手来说，今年的环岛赛和以往相比不
可同日而语。，做为参加今年环岛赛的
三支顶级职业队中一员的迪米特里深
有感触。“像帕里尼这样的冲刺手即便
是在欧洲赛场都是底气十足，可在环岛
赛上他似乎总是在担心什么，特别是在
前几站的比赛中。另外比赛中我发现
很多中国车手变的越来越厉害，让我刮
目相看。”

面对今年有着“最难环岛赛”之称
的皇后赛段（第七赛段，东方——五指
山），迪米特里说：“我们车队将会把所
有的兵力都投入到了这个赛段当中，因
为第七赛段将完全改变整个比赛的格
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车队在前几个赛
段对于蓝波车队并没有展开特别强劲
地攻击的原因。但是今年的第七赛段
比2012年时的确难了很多，之前的比
赛中只有一座山峰需要攀登，而今年却
有三座山等待我们，即便是职业队中的
车手也不敢完全肯定自己将获得胜利，
但是无论如何，我和我的车队都会尽力
一搏。”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八所10月25日电）

哈萨克斯坦车队迪米特里：

要和意大利人决战

聚焦
环岛赛

本报三亚10月25日电（记者符王润）今晚，
2014世界桥牌锦标赛在三亚落下帷幕。在多项
比赛中中国团队和选手表现出色。

比赛于10月10日开幕，共有来自世界56个
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赛。比赛共包含公开团体
（罗森布鲁姆杯）、女子团体（麦考尼尔杯）、老年团
体（兰德杯）、混合团体、公开双人、女子双人、老年
双人、混合双人共8个项目。

团体赛中，由王文霏、冉静蓉、王宏利、卢燕、
章瑜、伍少红组成的中国红队获得女子团体赛亚
军，由王礼萍、章瑜、桂生悦、戴建明、王宏利、杨立
新组成的吉利汽车队获混团亚军，广州粤涛队晋
级公开团体八强。

双人赛中，中国选手周涛/刘姝获女双冠军，
黄艳/甘玲获女双亚军，中国选手赵杰与美国搭档
获得混双冠军，张邦祥/王南获混双季军，李含笑/
傅博获得女子双人B组第一名。

本次比赛还特设红牛金罐奖，以奖励持续作
战并取得好成绩的选手，选手在任意两项比赛中
获得的总名次之和小于等于16，即可获得该奖项。

2018年世锦赛将在美国举办，闭幕式上，中
国桥牌协会常务副主席范广升与美国桥牌协会主
席进行了世界桥联会旗交接仪式。

世界桥牌锦标赛落幕

中国获女双冠军

据新华社新加坡10月25日电 （记者马玉
洁）2014年女子网球协会（WTA）年终总决赛25
日在新加坡进行了半决赛的争夺。双打卫冕冠
军、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当晚在半决赛中直落
两盘击败首次入围总决赛的俄罗斯选手库德里亚
夫特塞娃和澳大利亚人罗迪欧诺娃，连续第二年
闯入总决赛的决赛。

在女单比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廉姆斯
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以2：6、6：3和7：6（6）逆转
战胜沃兹尼亚奇，连续第三年闯进年终总决赛单
打决赛。而她26日决赛的对手，则是让她在循环
赛中惨败的哈勒普。

赛后，彭帅在场上接受采访时以中文问候
球迷。她说：“这不是我第一次来新加坡，但是
第一次跟淑薇一起（在新加坡）打到决赛，特别
开心。”

在当天进行的夜间场比赛中，佩什克/斯莱伯
尼克苦战2小时，在领先一盘的情况下被对手布
莱克/米尔扎反超，惨遭淘汰。两组选手为观众奉
上了一场精彩的大戏。

WTA年终总决赛

海峡组合挺进决赛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罗霞 实习生
吴小璠）由省政府和中国贸促会主办、为期两天的
国际商界峰层高尔夫邀请赛今天在海口美视五月
花高尔夫球场落下帷幕，比赛设置了个人赛和团
体对抗赛，来自潮汕商会队的林剑波以77杆获得
了个人总杆冠军。

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新西兰、韩国以及
中国香港地区，湖南、福建、海南等地的商界代表
共120余人参赛。个人赛设置了最远杆奖、最近
洞奖，总杆冠、亚、季军，净杆冠、亚、季军等奖项；
团体赛设置了团体最佳组织奖、团体最具潜力奖，
总杆冠、亚、季军等奖项。团体总杆冠军最终由潮
汕商会队获得。

在比赛的同时，国际商界峰层高尔夫邀请赛
还安排了商务配对洽谈、产业推介等活动。

国际商界峰层
高尔夫邀请赛举行

本报万城 10月 25 日电 （记者苏庆明 特
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记者今天从万
宁市获悉，将于12月底举办中国国际露营大会
第三站。

中国国际露营大会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
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主办，集体育健身、户外
休闲、体育产业和民族文化为一体的全民健身活
动平台。大会设置徒步、马拉松、自行车、摩托车、
登山、山野穿越、垂钓、拔河等大众比赛项目，同时
举行各类营地广场活动。

据了解，2014年国际露营大会共设5站，于
7月26日山东省东平县揭幕，10月25日浙江千
岛湖站启动，第三站万宁站的赛事活动正在紧张
策划。

万宁12月举办
国际露营大会

⬅ 10月 25日，2014观澜湖高
尔夫明星赛冒雨举行。明星和职业球
手队际赛及职业球手个人赛第一轮在
雨中开打。图为选手冒雨比赛中。

（本栏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古月摄）

姚明在比赛中。老影星弗里曼在比赛中。

莱德杯冠军球员罗斯。

10月25日，环岛赛车手骑行在三亚境内。 本报记者宋国强 摄

蓝波车队车手在骑行。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倡棋杯围棋赛决赛在海口举行

杨鼎新三段夺冠
本报海口10月25日讯（记者苏建强）第十

一届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决赛24日、25
日在海口市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杨鼎新三段以
2：0战胜朴文垚九段，夺得冠军。

决赛及围棋名人的对局讲解吸引了海南众
多棋友观赏，在金秋十月的椰城揿起一股围棋
热潮。

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由中国围棋协
会与上海市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这
是连续第11年举行该项比赛。比赛从3月下旬
进行预告赛，至5月选拔出30名职业选手进入
本赛。最后由朴文垚九段与杨鼎新三段打入最
后决赛。

决赛实行三番棋制，结果杨鼎新发挥出色，
继昨日不计点战胜朴文垚（中盘胜）后，今天再接
再厉执白以3点再胜一局，提前结束决赛。杨鼎
新与朴文垚分别获得45万元、15万元人民币的
冠亚军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