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 0：2 石家庄
恒大 1：1 延边
杭州 0：0 申花
辽宁 0：1 长春
（注：恒大中超提前2轮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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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王
黎刚）“海南农信杯”2016第十一届环
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结束了第二
赛段万宁兴隆－海口比赛。在经历了
长达5小时33分26秒的高强度比拼
后，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车队
6号冲刺手鲁斯兰·特劳拜耶夫在队
友的帮助下，终点前300米早早确立
领先优势，获得赛段冠军。他的队友，
5号阿列克谢·卢岑科获得赛段亚军，

来自意大利蓝波－美利达车队13号
罗伯托·法拉利继昨天之后又一次收
获赛段季军。

万宁兴隆—海口比赛全长230.2
公里，是本届环岛赛最长赛段，也是一
个平路赛段。途中共有3个冲刺抢分
点，分别位于赛道25.7公里、97.9公里
和125.7公里处。

共有133名车手参加了今天的比
赛。发令枪响后，智美恒翔车队123

号中国著名车手王美银就立即发动进
攻。比赛进行到15公里时，一个7人
领先小组形成。其中除了王美银之
外，还有另一位中国车手、来自捷安
特－卓比奥斯车队的143号孙小龙。

7人领先小组相互协作，一路进发，
对途中的3个冲刺点逐一展开争夺。
王美银不负众望，在第1个冲刺点冲获
第二名之后，连续在随后的两个冲刺点
发力，将两个冲刺点第一均收入囊中。

三个冲刺点过后，比赛还剩下一
半的赛程。此时，领先小组中包括王
美银在内的4名车手减速回归大团，
只剩3名车手留守。3人继续向终点
骑行，而身后的大团则牢牢掌控了两
团之间的差距，时间差被保持在4分
钟以内。领先小组直到比赛最后12
公里才被身后的大团吞没。

最后4公里，各车队间的排兵布
阵进入白热化。蓝波·美利达、捷安
特－欧倍青、阿斯塔纳、维利尔东南、
波兰CCC等强队不断在大团前方抢
占有利位置，交替领骑。

在终点前300米，来自阿斯塔纳
车队的两名车手：鲁斯兰·特劳拜耶夫
和阿列克谢·卢岑科甩开其余对手在
大团前方确立了领先优势。终点线到
来前，阿列克谢·卢岑科伸开双臂为自
己的队友鲁斯兰·特劳拜耶夫庆贺在
中国赛场收获一个久违的胜利。

在结束了两天的比赛后，“海南农信
杯”2016第十一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明天将要进行第三赛段海口—澄
迈的比拼，第三赛段全长209.2公里。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王黎刚）
2016年观澜湖世界明星赛今天下午在海口
观澜湖高尔夫度假村落下大幕。全场最年
轻的参赛球手、中国职业名将李昊桐以总
分78分，1分优势险胜瑞典女将安娜·诺德
奎斯特，赢得职业组冠军。

在采用史特伯计分法的赛制中（小鸟3
分、保帕2分，柏忌1分），李昊桐第二轮抓
下6只小鸟，吞下两记柏忌，两轮均拿到39
分，总分78分夺冠，这也是四届观澜湖明
星赛以来，中国人首次赢得职业组冠军。
诺德奎斯特77分屈居亚军，首轮领先者、

前PGA锦标赛冠军里奇·毕姆与“粉红豹”
保拉·克里默、马克·欧米拉并列第三名。

决赛轮职业组的比赛相当激烈，直到
里奇·毕姆完成最后一推，冠军的得主才最
终揭晓。中国奥运选手李昊桐不负众望地
笑到了最后，他以两轮78分（39-39），1分
优势问鼎冠军。

李昊桐当天的状态略有起伏，曾一度
与美国老将毕姆陷入鏖战，但他仍然在后
九洞把握住了机会，一连抓下4只小鸟。在
第18号洞时，他稳稳地推进3码左右的小
鸟推，全取3分，跃至榜首。随即握拳怒喊，

彰显出冠军霸气。瑞典女神安娜·诺德奎
斯特和美国球手里奇·毕姆以77杆的成绩
并列居于第二位。

在团体配对赛方面，瑞典女神诺德奎
斯特和自己的团队成员——前曼联足球
名将李·夏普、中国体操世界冠军邢傲伟
和著名歌手满文军延续了前一轮的好手
感，携手交出228分的好成绩赢得职业-
业余配对赛冠军。获得了职业组冠军的
中国选手李昊桐则与团队成员德怀特·约
克、赵宏博、何平一同交出217杆，获得了
第二名。

观澜湖明星赛收杆

李昊桐夺职业组冠军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尤
梦瑜）在今天的比赛开球前，奥
运体操冠军邢傲伟心情不错，穿
着修身粉红长裤的他竟然在发球
台上秀了一把体操，引来观众的
齐声喝彩。

昨天，业余组前体操世界冠
军邢傲伟与同组的瑞典高球名将
安娜·诺德奎斯特、曼联名将李·
夏普、中国歌手满文军合作，共同
创造了 115 分的高分，获得领
先。今天的比赛开赛前，兴致颇
高的邢傲伟竟然在发球台上秀起
了体操，几个熟练、帅气的高难度
体操动作瞬间引来了全场观众特
别是女球迷的尖叫。

活动完筋骨后的邢傲伟开
球也很不错，一杆开出，立即获
得了瑞典名将诺德奎斯特等人
的鼓掌喝彩。2005年，邢傲伟
告别体操后，开始喜欢上了高尔
夫运动，他曾打出80多杆的好
成绩。球技突出的他把高尔夫
当成最好的休闲方式。他说：

“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和阳光普
照，一边聊天一边散步的同时还
能锻炼身体，这对于我的确是一
项非常美妙的运动。”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二赛段结束

阿斯塔纳双雄星光闪耀

邢傲伟高尔夫球场上秀体操

总成绩黄色衫：拉斐尔·安德里亚多
冲刺王绿衫：阿列克谢·卢岑科

爬坡王圆点衫：赵京彪

亚洲最佳蓝衫：鲁斯兰·特劳拜耶夫
敢斗奖：阿方索·穆里洛

第二赛段 各色领骑衫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车队
6号冲刺手鲁斯兰·特劳拜耶夫获得
了兴隆至海口第二赛段的冠军。“赛程
还很长，明天又是一个超过两百公里
的赛段，但我希望我们能保持今天的
势头，希望我自己或者是我的队友能
够向黄衫发起冲击！”

冲刺手鲁斯兰·特劳拜耶夫今年
29岁。是一位典型的由阿斯塔纳车
队青训系统培养出来的哈萨克斯坦本
土车手。他的环岛赛参赛历史可以一
直追溯到2008年，那时候他还仅仅是
阿斯塔纳洲际队中的一名小车手，而
当时，他就已经在比赛中获得过赛段

第10的好名次。
多次参加环岛赛的鲁斯兰·特劳

拜耶夫在夺冠后这样评论今天的比
赛：“是的，今天的赛道非常舒服，特
别是琼海公路路段，视野很开阔，尽
管一直有顶头风，但这都不是问题。
途中我看到这里的绿化物很有层次
感，而且有非常漂亮的海景风光，虽
然比赛很紧张，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虽然鲁斯兰·特劳拜耶夫也曾作
为主力冲刺手参加过在中国举行的环
岛赛、环青海湖赛、环中国等比赛，但
他总是与冠军失之交臂，而仅仅只获

得几个领奖台第二的位置。
今年，阿斯塔纳车队再次出征环

岛赛，这一次鲁斯兰·特劳拜耶夫成为
了队中绝对主力——“我们在酒店制
定比赛计划的时候，教练就安排了由
鲁斯兰来负责最后冲刺的战术。我和
其他队友今天所有的工作都是去帮助
他完成冲刺。因为目前鲁斯兰的状态
比我们其他人更好、更有力、更强劲。”
鲁斯兰·特劳拜耶夫的队友、冲刺王绿
衫得主阿列克谢·卢岑科赛后接受采
访时说。

本报记者 宋国强 通讯员 李琨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

鲁斯兰：向黄衫发起冲击

中国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李钦诚将出战
中日韩围棋精英赛

据新华社南昌10月23日电（记者高皓亮）
2016年江西省南昌市中日韩三国围棋精英赛
将于24日拉开帷幕。担任解说嘉宾的世界冠
军常昊九段赛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世界顶尖围
棋手越来越年轻化，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如何保持较长时间的高水平竞技状态将成为年
轻棋手们面临的新课题。

在本次中日韩三国围棋精英赛中，韩国派
出了著名棋手、世界冠军李世石的内弟子申真
谞，2000年出生的他被称为韩国围棋的“希望
之星”。日本派出了1997年出生的一力辽，他
在不久前结束的三国擂台赛上曾战胜李世石九
段。代表中国出战的则是2016年新晋九段棋
手李钦诚，1998年出生的他是目前中国最年轻
的世界冠军。

常昊说，在自己学习围棋的年代，三十岁上
下才是一个棋手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一代棋
手能引领最高水平十多年。如今，世界各国（或
地区）的顶尖棋手正在越来越年轻化，一代一代
棋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棋手的代际更替在
加快。刚刚冒尖的高水平棋手，两三年后便被
后来者赶超的现象极为常见。

在常昊看来，之所以出现这一变化，一方面
在于学习围棋的孩子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互联
网资讯的发达，让围棋知识的获取更加便捷。
在常昊学习围棋的年代，一些重要比赛的对局
详情要等到赛后一两个月，在主办方出版的杂
志上才能看到。而今，即便是一些业余围棋比
赛，也可以在网络上直接观看。

朱婷在铜牌争夺战中拿下13分

瓦基弗银行队
获世俱杯第三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国际排联官
方网站消息，23日下午，在菲律宾马尼拉进行
的2016年世界女排俱乐部锦标赛铜牌争夺战
中，中国球员朱婷得到13分，帮助土耳其瓦基
弗银行队获得第三名。

面对在小组赛中曾经战胜过自己的瑞士沃
雷罗苏黎世队，瓦基弗银行队以25：14、21：25、
25：22和25：11成功复仇。

在本场比赛中，朱婷的进攻效率有所下降，
29次扣球仅得到8分。不过，她有5次成功拦
死对手，总共得到了13分。

这是瓦基弗银行队在世俱杯赛中得到的第
三枚奖牌，也是朱婷加盟瓦基弗银行队后获得
的首枚奖牌。在2011年和2013年的世俱杯赛
中，瓦基弗银行队分别获得亚军和冠军。

朱婷赛后说：“今天我打得不是太好，但我
要感谢我的队长和教练总是那么信任我。我相
信我会打得更好，我们回土耳其之后我会继续
练我的一传。”

瓦基弗银行队主教练古德蒂表示，他为自
己的球员感到骄傲，她们很有勇气并且赢得了
比赛。“虽然这不是我们梦想的决赛，能够以胜
利结束这次赛事感觉还是不错的。”

豪华之师天津权健队冲超
了，单场赢球奖金据传达到700万
元的贵州恒丰智诚队冲超了，这似
乎在释放一个信号：中甲在烧钱上
追赶中超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个赛季，中甲不少球队开
始大手笔投入。天津权健队在
赛季之初引进了卢森博格的教
练团队和三名豪华外援，以及孙
可、赵旭日等内援，成绩不佳时
又引进卡纳瓦罗代替卢森博格，
在整个赛季的资金投入上在中
超也可以排到前列；贵州恒丰智
诚的单场赢球奖金据传一度达
到700万元，甚至传出个别场次
达到近千万元的消息。这两支
球队，力压北京人和、大连一方、
武汉卓尔、深圳佳兆业、上海申
鑫、浙江毅腾、青岛中能等有中
超经历的球队，取得冠、亚军，令
中超俱乐部的历史大名单，又增
加了两名新成员。

没能冲超的大连一方、北京
北控、深圳佳兆业等球队投入也
不低，而依靠卖球员给俱乐部输
血的青岛中能队，作为曾经的中
超劲旅，则是直接降级。这意味
着继中超之后，中甲俱乐部也迈

入了烧钱时代。这也带来了一
个变化：财大气粗的中超俱乐部
往往从中甲补充新鲜血液，而天
津权健却罕见地从中超豪门挖
来了孙可、赵旭日等当打球员。

盘点近五年来的升降级队
伍还会发现，降到中甲的球队重
回中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近
五年来，从中超降级的球队中，
只有河南建业一支球队重新返
回了中超，青岛中能队降入乙
级，而曾经因资金原因降级的成
都谢菲联、大连实德两支球队，
已经从职业队的圈子里消失。

令人扼腕的是，一些足球底
子相对好的地区没有中超球队
的状况仍然在延续。来自足球
城大连的两支中甲球队明年还
可以德比，另一个足球城青岛则
只剩青岛黄海队孤军奋战，武汉
卓尔队仍然不上不下，成都则继
续着连中甲也没得看的难堪。
大连一方、青岛黄海两支球队的
投入不是很低，也恰恰说明，中
甲也是“有钱不是万能的，没钱
是万万不能的”。

新华社记者 蔡拥军
（新华社大连10月23日电）

贵州队单场赢球奖700万元

中甲迈入烧钱时代

新华社马德里10月 23日
电 在西甲联赛第9轮比赛中，
凭借梅西最后时刻的点球绝杀，
巴萨客场艰难战胜巴伦西亚。
但巴伦西亚的主帅普兰德利似
乎并不服气，赛后他对媒体表
示，对于裁判偏向巴萨自己毫不
意外。

“每个人都知道强队永远拥
有心理上的优势，裁判总会对他
们表现出过分的尊重。”普兰德
利，这位前意大利国家队主帅
说，“在意大利的时候，我不喜欢
评论裁判的判罚，因为事实非常

清楚，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尽管输了球，但普兰德利依

然为球队的表现感到骄傲。他
说：“我们在最后时刻依然与对
手对攻，尽管结果让人失望，但
是球队表现出来的勇气让我感
到很高兴，球队正在发生积极的
变化。”

本赛季巴伦西亚由于战绩
不佳，联赛进行四轮后就解雇了
前主帅阿耶斯塔兰，意大利著名
教练普兰德利随即接手。2012
年欧锦赛，普兰德利曾率领意大
利队打入决赛。

巴伦西亚队主帅普兰德利输得不服——

裁判太偏向巴萨了 中国高校海南校友会
羽球团体赛海口收拍

本报海口10月23日讯（记者许春媚）“华
兴杯”HABL第三届中国高校海南校友会羽毛
球团体赛今天收拍，共有西南政法大学、北京体
育大学、西南大学等40支来自全国各大高校海
南校友会羽毛球队近800名运动员参赛，创下
了历年参赛人数之最。

最终，西南政法大学、北京体育大学和湖南
科技大学获得了前三名。比赛结束后，组委会和
海南省西南政法大学校友会还通过省残疾人基
金会向省残疾人大学生创业团队定向捐赠10.6
万元，向海南日报“文化扶贫”活动捐赠6000元，
向海南省乡村教育促进会捐赠3000元。

选手冲过终点后庆祝胜利。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 体操世界冠军邢傲伟在
草坪上进行体操表演。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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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世界杯中国二队
包揽冠军

据新华社江苏常州10月23日电（记者王
恒志）2016国际龙舟联合会世界杯23日在江
苏常州武进太湖湾国家龙舟竞赛基地结束。中
国二队继前一天勇夺三金后，当日又连夺22人
龙舟混合组100米和500米直道赛冠军，包揽
了本次赛事的全部五枚金牌。

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加拿大等队伍当日也
表现非常出色。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席麦克·
托马斯赛后说，很高兴能在龙舟的故乡中国
举办世界杯赛事，也祝贺中国队取得了好成
绩，但他同时表示，龙舟选手都是业余队员，
由于时间等原因，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队伍
和队员没能来参加本次赛事。他希望未来能
让更多优秀选手来参赛。中国龙舟协会秘书
长余汉桥也表示，希望能有更多欧美队伍取
得好成绩，能有更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到龙舟
运动中来，这都将进一步促进龙舟运动在世
界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