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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在海口观澜湖明星赛上，著名歌星
孙楠是海口球迷和歌迷追捧的球员。
赛后，孙楠畅谈了他的高尔夫人生。

记者：平时打不打球？
孙楠：只要有空，我就下场打。我

家旁边就有个高尔夫球场。
记者：最低杆打过 70 多杆。但高

尔夫这个运动非常讲究稳定，当天能
打70多杆，不代表就一直能打70多杆，
可能第二天就打100多杆了。

孙楠：海口观澜湖一号场我非常
喜欢，我觉得是中国数一数二的球场，
从球道、球场设计、难度标准，都非常
好。第一次接触高尔夫是10年前，那
是2004年的时候，“小哥”齐秦打球，
我也去。那天用7号铁打，感觉还可
以，慢慢就打了。领进门的师傅可以
说是“小哥”齐秦。

半年后成绩就超齐秦

记者：现在还和齐秦一起打吗？
孙楠：我已经超过他了，其实学了

半年后我就超过他了。
记者：很多球手打球时都有些小

怪癖，比如冯小刚导演打球前会抽一
根烟，您有没有？

孙楠：我没有，打球就是打球。我

觉得这些习惯是他们放松的方式。我
打球很放松，所以没有。

还喜欢长跑登山和滑雪

记者：除了打高尔夫，平时有没有
喜欢其他什么运动？

孙楠：登山，还有滑雪。北京马拉
松我也跑，跑了半程22公里，官方的成
绩是3382名。这个成绩还可以啦，有
2.5万人跑。

记者：当时天气还好吗？
孙楠：跑着我觉得还可以。一开

始可能有些雾，到中午我觉得还可
以。大家看那些戴着面具的、穿着婚
纱的，有很多是有化妆成分的。还有
穿着短裤跑的，大家觉得好玩。我是
第一次跑马拉松，以前没跑过20多公
里。看大伙开心，就一起跑了。希望
明年能赛完全程。

还是唱的比说的好

记者：现在导师类真人秀节目很
多，有没有兴趣去作导师参加？

孙楠：导师类真人秀节目我也参
加过，但我还是想以唱歌为主。说心
里话，我觉得我还是唱的比说的好，所
以还是唱吧。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

齐秦教会我高球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王
黎刚）因为海口地区大雨天气，2014年
观澜湖世界明星赛两天比赛分别缩短
为9洞和5洞，最终，职业球员、美国公
开赛冠军贾斯汀·罗斯以-5杆问鼎个
人职业赛冠军，赢得了 24万美元奖
金。明星团队赛冠军则由冯小刚与贾
斯汀·罗斯团队以-10杆赢得。

明星赛决赛轮原定早上8时进行，
结果因雨推迟到下午1时开球，并且比
赛由18洞缩减至5个洞，分别为10、11、
15、17和18号洞。冒着倾盆的大雨，王
宝强、朱时茂、王志文等球星率先出发。

演艺明星中笑到最后的是导演冯
小刚。与职业组冠军贾斯汀·罗斯搭
档，冯小刚的压力小了很多。他在10
号洞就打出了单洞9杆。5个洞中他在
11号和 18号洞顺利保帕，不过一些

“地滚球”也引得观众的笑意。
小巨人姚明的表现依旧不稳定，偶

尔能打出漂亮的一击，偶尔又出现“剃
头”。当后者出现时，他自己也忍不住
偷着笑。姚明与佩特森同组，他得到了
这名世界女子高球名将的指点。姚明
表示佩特森告诉自己，他的重心有点偏
左。“这可能和打篮球有关，打篮球都是
右手左腿嘛。”同时姚明还总结说，打篮
球和打高尔夫在动作协调上是完全相
反的，想要改起来还是很难的。

美国影星摩根·弗里曼虽然一直是
单手挥杆，但不得不说他是一名“严肃
的”高尔夫爱好者。在18号洞，弗里曼
攻果岭的一杆落在了果岭一侧的沙坑
边。面对一个艰难的站位，弗里曼仍旧
酷酷地冷静地用单一的右手挥杆，他打
出了一计漂亮的高抛。

获得个人职业赛第二名的是苏珊·
佩特森（-4），获得第三名的为莱德杯
欧洲队队长麦克金尼（-3）。获得团队
赛第二名的是孙楠组和王宝强组合。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记者林永成）2014
年海南省男子足球超级联赛第三轮比赛昨日结
束，万宁长丰队客场以4：2击败海南师范大学队，
3战2胜1平积7分，在积分榜上匹马领先。

万宁队与海师队之战进行到19分钟，12号
叶国栋就取得入球，万宁队1：0领先上半场。下
半场，万宁队攻势不减，在65分钟至72分钟的7
分钟时间内一波猛攻连进3球，确定4：0的巨大
领先优势。随后，海师队反攻连进两球，但已无法
挽回败局。

此前积分并列领先的卫冕冠军佳宁娜红色战
车队，此轮主场被三亚兆丰队0：0逼平，积分被万
宁队拉开2分。从前3轮比赛来看，实力增强的
万宁队将成为红色战车队卫冕的强大对手。

另一场比赛，坐镇主场的澄迈雷霆队以3：
1战胜海南大学队。澄迈队26号符仕颖第45
分钟为球队首开纪录，此后王润和曾令磊分别
在66分钟和69分钟取得入球奠定胜局。澄迈
队3战 1胜 2平，与红色战车队同积5分，居积
分榜次席。

下轮比赛11月1日进行，对阵形势为：海大
VS万宁，三亚VS海师，澄迈VS红色战车。

省男足超级联赛战罢三轮

万宁队匹马领先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海南
农信杯”第9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自本月20日在海南澄迈鸣枪开赛
以来，到法国马赛苹果洲际队收获第7
赛段后赛事接近尾声，三支国际自行车
联盟职业队参赛，使本届环岛赛成为竞
争最激烈的一届赛事。

10月25日，环岛赛进入第6赛段，
在亚龙湾出发点，作为本次赛事的赞助
商，中粮集团携手旗下蒙牛乳业等企业
的150名员工组成的“一点一滴的好”荣

誉骑行方队，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
换卡路里”公益活动，他们将把这次骑行
活动消耗的卡路里数量折算为牛奶、文
具等实物，捐赠给之前受到台风自然灾
害的部分学校，据悉，当天的活动共计消
耗卡路里超过6万大卡。

“交换卡路里”是蒙牛乳业招牌公益
活动之一，它希望通过暴走、慢跑、骑行
等运动形式消耗一定数额的卡路里，为
贫困地区的孩子换取各种物资，从而传
递企业“一点一滴的好”的理念。

为环岛赛助威

“交换卡路里”公益活动举行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国内每年要举办不少公路职业自行
车赛事，但中国名将李富玉最钟爱的还是
环岛自行车赛。他说，因为环岛赛合理的
赛程设计，优秀的赛事后勤保障以及良好
的自然环境，都是吸引他和他的车队参赛
的原因。而且近两年环岛赛的竞赛水平
逐年提高，让中国车队能够和更高水平的
车队同场竞技，获得成长机会。

李富玉是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选手
第一人，2006年加盟美国探索频道车
队 ，2009 年 加 入 RADIOSHACK 车
队。他是国内第一个参加奥运会公路自
行车赛的选手，参赛足迹遍布世界各大
赛场，他的爱徒王美银在本届环岛赛上
表现不俗。

2014赛季，李富玉不再上场比赛，
而是转到幕后做起了恒翔洲际队全职教
练。今年，车队参加了环青海湖、环中国
以及环海南岛3项赛事。车队主力队员
王美银在环中国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虽然
运气不佳，但仍然拼下一个赛段第三，这
也是今年环中国赛事上所有中国车手获
得的最好成绩，而队中1995年出生的赵

京彪，在王美银失误的情况下接过车队
大旗，拿下了大中华最佳的白衫。

此次环岛赛，李富玉带上了自己的精
兵强将参赛，不仅要在亚洲最佳上有所作
为，更重要的是想在总成绩上力争前十。
尽管在2012年的环岛赛上，王美银获得
了总成绩第四，但时隔两年，环岛赛的竞
赛水平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支年轻的队伍
虽然冲劲十足，但是经验上还比较欠缺。

谈到自己队中最有能力的两名车手
——赵京彪、王美银，李富玉对二人的期
望都是成为荷兰GC车手。年轻的赵京
彪拼劲十足，但在很多细节上却有所欠
缺，李富玉希望赵京彪能在这些失利的
教训中完善自己。李富玉眼中的赵京
彪，是一名具有顶级车手潜力的队员，他
的可塑性甚至超过王美银。

对于王美银，李富玉则希望他能有
更多走出去参赛的机会，在高级别的比
赛中完善自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车队，李富玉也在不断地让车手们
尝试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获得一个安
全的冲刺空间，因为一个优秀的车队并
不能只依赖于个人的突围取得成绩。

（本报五指山10月26日电）

中国职业车手第一人李富玉：

最爱环岛自行车赛

据新华社马德里10月25日电（报道员谢宇
智）备受瞩目的西班牙“国家德比”25日在伯纳乌球
场开战，先失一球的皇马后来居上，凭借克·罗纳尔
多等人的入球，以3：1战胜死敌巴萨。世界杯“咬
人”被禁赛的苏亚雷斯本场复出并助攻内马尔。

内马尔在刚开场不久便替巴萨先声夺人。但
克·罗纳尔多的点球却使两队在中场休息前回到
同一起跑线，佩佩与本泽马下半时的进球助皇马
成功翻盘。加泰罗尼亚豪门不得不在死敌的地盘
上咽下本赛季首次联赛失利。

乌拉圭前锋苏亚雷斯本场解禁复出，迎来自
己身披巴萨战袍的首秀，并为客队送上助攻。他
在第三分钟于禁区右路横传转移给左路的内马
尔，后者带球沿禁区边缘内切，避开对方防守球员
后低射，皮球擦右立柱入网。

皇马在此后连续错失扳平良机，本泽马的两
次射门都打在门框上。但第34分钟，巴萨后卫皮
克送上大礼，禁区内手球被判极刑，克·罗纳尔多
主罚点球命中，将自己的赛季联赛入球数扩大到
16枚。葡萄牙人已连续11场比赛取得进球。这
也是巴萨本赛季首次在联赛中失球。

“苏牙”获解禁
巴萨遭皇马逆转

据新华社贵阳10月26日电（记者潘德鑫 李
放）26日的中超联赛倒数第二轮中，争冠、保级大戏
同时上演。北京国安凭借邵佳一的进球绝杀广州
恒大，留住夺冠希望。辽宁宏运依靠外援詹姆斯的
梅开二度赢得生死战安全“上岸”，而河南建业本轮
赢球但仍面临最后一轮力拼国安的“绝境”。

本轮最引人关注的是广州恒大与北京国安两
支冠军争夺者的“天王山之战”。领先国安6分的
恒大本场打平即可提前一轮主场夺冠，国安唯取
3分才有夺冠希望。

第88分钟，国安获得任意球机会，刚刚替补
上场的邵佳一直接破门。国安客场1：0绝杀恒
大，积分差距也缩小至3分。冠军悬念被留到最
后一轮，届时国安主场对建业，恒大客场对鲁能。

同为保级而战的大连阿尔滨和辽宁宏运之间
的直接对话也是本轮焦点。赛前积28分排名倒
数第3的阿尔滨与辽宁宏运差1分，谁都输不
起。客场作战的辽宁宏运开场2分钟便取得进
球。邱卡抽射打在陈涛身上变向，詹姆斯跟进无
人防守，推射打进。

国安绝杀恒大
留夺冠希望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岁月并没有在妮可·基德曼的身
上留下痕迹，已经47岁的她依然是大
家心中的女神，无论走到哪里，她都
是人们注意的唯一焦点。今天，她的
出场引起现场最大的尖叫声和掌声。

妮可·基德曼说，自己非常喜欢运
动，或许正是如此，她的身材才可以保
持得如此之好，“我现在住在田纳西，
有一个非常安静的生活，和家人孩子
在一起，我喜欢跑步、游泳，我很喜欢

运动，也打网球。”她突然意识到，“哦，
这不是说网球，是该说高尔夫的。”

此次明星赛，妮可·基德曼作为受
邀嘉宾来到海口，参加在这里的明星
高尔夫比赛。今年4月，她曾和丈夫齐
斯艾本在墨尔本打高尔夫球被媒体拍
下。“你和丈夫，谁的高尔夫水平更
高？”记者问。

“我。”妮可·基德曼毫不犹豫，斩
钉截铁的回答引得在场一片爆笑。不
过，奥斯卡影后随即补充道：“其实我
目前只是处于初级阶段，如果他听到
我这么说，肯定是会不服气的。”

（本报海口10月26日讯）

我的水平比丈夫高

据新华社新加坡10月26日电 （记者马玉
洁）2014赛季WTA年终总决赛26日在新加坡举
行冠军决赛，小威廉姆斯以6：3和6：0横扫哈勒
普，夺得冠军。

面对此前让她吞下“鸭蛋”的哈勒普，小威一
扫此前低迷的状态，仅耗时1小时9分钟就直落
两盘拿下比赛。小威在赛后也对自己的表现感到
满意：“这对我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她开场
打得不错，但是我告诉自己，如果我要赢，就必须
表现得比她更好。我没有想到会拿到冠军，这太
不可思议了，我非常激动！”

WTA也在当天宣布，小威获得2014年度年
终单打排名第一。这也意味着小威的世界排名第
一总周数将达到 221 周（截至 12 月 28 日），在
WTA历史上世界第一保持时间最长的排名上位
列第四。

“海峡组合”彭帅／谢淑薇26日在WTA年
终总决赛女双决赛中1：6、0：6不敌米尔扎／布莱
克，未能卫冕。

首盘比赛，米尔扎多次上网截击和网前扣球，
连续得分，这对印度和津巴布韦的组合率先实现
破发。此后米尔扎和布莱克完全主导场上局势，
以6：1轻松拿下首盘。

第二盘的比赛延续了第一盘一边倒的局面。
虽然谢淑薇积极上网，与彭帅配合调动对方打出
了几个漂亮的回合，但无奈对方底线非常稳固，再
加上两人失误太多，最终被对方以6：0横扫。

赛后，彭帅表示，虽然比赛结果并不是自己所
期望的，但没有人可以赢得所有比赛，她对自己能
够打到决赛已经感到很骄傲。

WTA年终总决赛新加坡落幕

小威获冠军
海峡组合未能卫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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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湖世界明星赛收杆
罗斯问鼎个人赛 冯小刚团队夺魁

聚焦
环岛赛

本报五指山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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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比赛
日的争夺。在今天的比赛中，法国马赛
洲际苹果队的车手朱利安·安东玛奇登
上总成绩榜的首位，夺得黄衫。第七赛
段圆点衫则被乌克兰国家自行车队的
塞吉·格雷卿摘得。亚洲最佳蓝衫则归
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职业队车手安
德烈·泽伊茨，中国车队在环岛赛中首
次丢掉蓝衫。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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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阿陀岭山顶距离比赛终点不到12公
里。

赛后，朱利安·安东玛奇说：“这是
环岛赛中第二次拿到黄衫了，这一站

是在第三个爬坡点以后开始领先并在
最后 15 公里才确定绝对领先地位
的。自己明年还未签约，还在寻找新
的车队。”

首次得到亚洲最佳蓝衫的哈萨克
斯坦阿斯塔纳职业队车手安德烈·泽伊
茨则表示，中国车队车手王美银实力很
强，今天的比赛中，在团队和自己拼尽
全力后，才改写了中国车队垄断蓝衫的
局面，获胜原因是自己体重较轻，所以
在爬坡比赛中比王美银更占优势。

中国车队首次丢掉蓝衫
法国车手朱利安·安东玛奇夺得黄衫

摩根·弗里曼单手打球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明星赛吸引了不少影迷观赛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法国车手安东玛奇穿上了黄衫。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选手在山路中骑行。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王国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