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上海讯 记者葛万
里报道：“上海海湾杯”2019 年
国际象棋国际新人王赛昨日在
上海市奉贤区海湾镇落幕。 经过
七轮争夺，中国棋手白金石以 3
胜 4 和积 5 分夺得桂冠，并收获
4 万元冠军奖金。

昨天最后一轮比赛，“领头
羊” 白金石先行与队友刘言较量

时屡次在重复局面下主动求变，
直至争冠竞争对手、 亚美尼亚棋
手马尔蒂罗西扬无力获胜后，方
与刘言停钟议和。 马尔蒂罗西扬
执白与印度“神童”古克什下得非
常激烈，他只有获胜才有望夺冠，
开局后一度形势不错。 但中局过
后，古克什逐渐扳回局势，最终双
方在“后马兵对后象兵”的残局中

僵持不下，只好握手言和。马尔蒂
罗西扬积 4.5 分获得亚军。

伊朗棋手阿拉什执白对阵
中国棋手戴常人，戴常人在中局
攻防中出现失误，被白棋攻破王
翼落败。 由于中国棋手李荻战和
俄罗斯棋手汉宁，李荻、刘言和
汉宁同积 3.5 分，李荻凭借直胜
关系获得第三名，刘言和汉宁分

获第四和第五名，阿拉什与戴常
人同积 3 分， 分列第六和第七，
古克什 4 和 3 负未尝胜绩，以 2
分排名第八。

昨日的收官战， 国家体育总
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国际象棋部
主任、 中国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
田红卫和上海市海湾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蒋卫锋为比赛开棋。

羊城晚报海口讯 记者吴广
崖报道：昨天，美巡系列赛 - 中
国 2019 年度第 11 站海口精英
赛资格赛在海口观澜湖高尔夫
球会贰号球场结束， 共有 10 人
挺进正赛，其中中国球员 7 人。

中国业余小将赵均霖以 69
杆（-2）的成绩排名榜首 ，业余
球员黄循庆打出 72 杆 （+1）在
资格赛排名第三，王宇聪、尹帅
奇（业余）、蔡亦辉（业余）同以
73 杆（+2） 的成绩排名并列第
四。美国的丹尼尔·杨打出 74 杆
（+3），中国球员许一九（业余）、
韩国球员郑旻秀也以 75 杆（+
4）的表现拿到正赛入场券。最后
一个正赛名额由中国球员宗曾

豪麒（业余）、张军（业余）、唐俊
祎（业余 ）和韩国的尹正元通过
加洞赛决出， 最终中国的 16 岁
业余小将唐俊祎胜出。

来自北京的赵均霖目前在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全国青少年
高尔夫积分 （A 组）排行榜上占
据榜首， 他在 2017 年曾夺得北
京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华科
站男子 C 组冠军。 2019 年又在
这项赛事夺得男子 A 组冠军。

9 月 12 日和 13 日将在海
口观澜湖高尔夫球会贰号球场
展开海口精英赛前两轮角逐；两
轮比赛后， 排名前 60 位（含并
列） 的球员将晋级到周末两轮，
向冠军发起冲击。

在比赛现场 ， 中国球迷
无疑是幸福的 。 马累国家体
育场是专业足球场 ， 场边没
有跑道 ， 球迷可以近距离和
国脚们接触。 在国内，这样的
机会可不多。

昨天上午，马累街头就已
到处可见热情的中国球迷。 他
们身着印有 “中国 ”的红色助
威服，成为大街小巷中亮丽的
风景线。 约有 1000 多名中国
球迷到现场为国足助威，而国
足也没让球迷失望，一场五球
大胜让到场的球迷过足了瘾。

马尔代夫球迷在看台上
又唱又跳 ， 响亮的鼓声整场
都没有停歇 。 虽然主队大比
分落后 ， 但球迷并没有失去
热情。当以 0 比 3 落后时，马
尔代夫球迷还配合中国球迷
玩起了人浪 。 对于生性乐观
的马尔代夫人而言 ， 这场比
赛就像是盛大的宴会 ， 至于
比分多少反而没那么重要。

在比赛过程中，两队在球
场上你争我斗，球迷也在场下
进行声音的“对抗”。中国球迷
高声合唱《歌唱祖国》，马尔代
夫球迷则展示精湛的鼓技；中
国球迷的助威声一浪高过一
浪，十几名脸上涂着国旗的马
尔代夫球迷全场又蹦又跳。

相比激动的球迷 ， 记者
们就有些忐忑 。 马累体育场
的记者席安排在看台上方的
铁架子上 ， 进入记者席要弯
腰爬一段狭窄的楼梯 。 记者
席的简陋程度还不仅于此 ，
所谓的记者座位 ， 其实就是
一排摆在铁架上的塑料凳 ，
而悬空十余米高的铁架仅有
一人多宽 ， 走过架子就发出
“嘎吱嘎吱 ”的响声 。 更 “可
怕 ”的是 ，固定记者席的钢架
明显有些老化 ， 看台上的球
迷又唱又跳 ， 钢架上的记者
被震得心惊肉跳。

一些中国记者向球场管
理人员提出他们的担忧 ，得
到的答复是 ：“这样的情况已
维持了 20 年 ，但记者席的安
全从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的
回 答 显 然 不 能 让 记 者 们 安
心 ，但无奈之下 ，只能学习淡
定的马尔代夫同行。

随着主裁判一声长哨结
束比赛 ， 中国记者们也长舒
了一口气 。 有人如此评价此
次观赛的经历 ：“这架子可比
比赛刺激多了。 ”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郝浩宇

（发自马尔代夫马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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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徐
扬扬报道：欧洲杯预选赛 A 组的
一场焦点战在南安普顿的圣玛丽
球场展开角逐， 英格兰以 5比 3逆
转科索沃，以 4战全胜积 12分的佳
绩领跑小组积分榜。 斯特林替英格
兰先拔头筹并上演助攻帽子戏法；
桑乔（见右上图）梅开二度，还逼迫
科索沃后卫送出“乌龙球”；凯恩为
英格兰进一球，却也射失点球。

此役，英格兰的后卫线“梦
游”， 中卫迈克尔·基恩开场仅
34 秒就在禁区前横传， 莫名其
妙地将球传给对方前锋，阿里蒂
得球后斜传， 贝里沙反越位成
功，单刀劲射破门。

所幸的是，英格兰中前场球
员发挥出色，尤其是斯特林状态
极佳。 第 8 分钟，巴克利右路开
出角球，迈克尔·基恩远点顶回，
斯特林头球接力破门———近 8
次代表英格兰上阵已射入 8 球。

第 19分钟， 斯特林中路突破
后送出妙传，凯恩小禁区角上斜射
破门，替英格兰将比分反超。 此后
的比赛进入桑乔的表演时间。第 38
分钟， 他在右路突破下底传中，守
将沃伊沃达忙中出错不慎将球挡
入自家球门；第 44分钟和上半时补

时阶段，他连进两球，传球助攻的都
是斯特林。 这是桑乔代表“三狮军
团”出战收获的头两个进球，他只有
19岁 170天，可谓前途无量。

英格兰以 4 球领先，下半时
有些松懈，防守球员表现更为明
显。 第 49 分钟， 穆里奇右路斜
传，贝里沙接球轻松晃过英格兰
后腰亨德森， 小角度劲射破门，
替客队将比分追近至 2 比 5。 第
55 分钟， 英格兰中卫马奎尔拦
截传中， 从背后踢倒穆里奇，被
判罚点球。 穆里奇亲自主罚破
门，将比分追近至 3 比 5。

此后，英格兰再也不敢大意，
大举反扑形成围攻之势。 第 64
分钟，巴克利突入禁区被放倒，可
凯恩主罚点球“宴客”；他在俱乐
部和英格兰队连续罚进 14 个点
球的纪录戛然而止。 上一场英格
兰主场以 4 比 0 大胜保加利亚，
凯恩还罚进 2 个点球。

在第 73 分钟斯特林劲射中
门柱弹出后，英格兰最终未能改
写比分。此役，英格兰进攻犀利，
但防守松懈，与欧洲弱旅交手竟
然丢了 3 球。

羊城晚报讯 记者周方平报
道：2019 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昨
晚率先展开两场 1/4 决赛， 夺标
大热门塞尔维亚队被阿根廷队
淘汰，阿根廷队将与美国队与法
国队之间的胜者争夺决赛权；西
班牙队则在下半场发力淘汰波
兰队，正静候澳大利亚队与捷克
队之间的胜者。

塞尔维亚队是夺冠热门之一，
风头之劲可比肩美国队。在上一场
败给西班牙队之前，他们四场比赛
共赢了 163 分， 连美国队都难望
其项背。因为败给西班牙队而屈居
小组第二，塞尔维亚队在 1/4 决赛
不得不迎战阿根廷队。

阿根廷队身高吃亏， 但灵活
敏捷，外围投篮很准；塞尔维亚队
则显得厚重，篮下占绝对优势。 两
队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 开场后
大举对攻。 相比之下，阿根廷队的
配合更默契，效率也更高，一直以
微弱优势领先。 虽然第四节开始

一度被反超比分， 但他们行云流
水的配合令对手无可奈何， 最终
以 97 比 87 获胜。 阿根廷队全场
投中 12 记三分球，老将斯科拉拿
下 20 分、5 个篮板， 坎帕佐获 18
分、12 次助攻和 6 个篮板。

西班牙队虽然五战全胜，但表
现并不是特别抢眼，除了首战大胜
突尼斯队外， 另四场赢得都不多，
对意大利队一役还是在最后时刻
才逆转。不过这样的西班牙队更可
怕———不动声色间过关斩将，实力
令人捉摸不透。波兰队则是八强中
实力最弱的。西班牙队一直掌握主
动权， 尽管波兰队打得异常顽强，
屡次将分差缩小到 5 分左右；但老
练的西班牙队往往能够找到空隙
给予打击， 最终有惊无险地以 90
比 78 获胜。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卢
比奥拿下 19 分、9 次助攻，费尔南
德斯得 16 分、5 个篮板， 胡安·埃
尔南戈麦斯获 14 分， 埃尔南戈麦
斯得 18 分。

第 83 分钟，艾克森稳稳罚进
由韦世豪创造的点球， 帮助国足
将比分领先到 4 比 0。 进球后，艾
克森异常兴奋， 与队友依次击掌
庆祝， 甚至穿越整个球场到客队
球迷区向中国球迷表示感谢。

在他罚入点球的那一刻，艾
克森书写中国足球的历史———
成为首位帮助国足取得进球的
入籍球员。 伤停补时阶段，艾克
森再入一球，帮助国足在世预赛
亚洲区 40 强赛中取得开门红。

这无疑是完美的世预赛首

秀。 艾克森赛后说：“能够获胜
是最高兴的！在训练中我们要继
续保持专注，之后的比赛也能像
今天的表现一样。我们距离最后
的目标还比较远，所以我们需继
续努力，保持住今天的状态。 ”

对阵马尔代夫队，艾克森的
贡献不只是两粒进球这么简单。
吴曦首开纪录，正是源于艾克森
在边路的突破。 上半时， 艾克
森、 武磊和杨旭在前场频繁换
位， 让马尔代夫队后卫防不胜
防，而艾克森又是三名前锋中表

现最出色的。他正是国足期盼已
久的中锋，强壮、灵活 、射术出
色，在主帅里皮看来，艾克森还
没有找回最出色的状态，将来应
该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在现场球迷看来， 艾克森的
表现已足够出色。 当艾克森罚进
点球后， 全场球迷都在高呼他的
名字；甚至在球员赛后谢场时，艾
克森都是得到最多球迷的呼唤。

第 84 分钟，李可替补池忠国
出场， 第一次有两名入籍球员代
表中国队同时出现在赛场上。 虽

然只有 10 分钟的出场时间，李可
没有太多表现自己的机会， 但这
名出自阿森纳青训的防守悍将，
是里皮打造新国足的重要一环。

比赛结束后，国足队员一同
来到场边向到场的中国球迷表
示感谢。李可和艾克森接过球迷
手中的五星红旗披在身上，还和
球迷握手。 无论场上还是场下，
艾克森和李可都在用尽全力捍
卫身上的那件球衣。

羊城晚报特派记者 郝浩宇
（发自马尔代夫马累）

羊城晚报马尔代夫马累今
晨消息 特派记者郝浩宇报道：
北京时间今晨，中国男足在客场
以 5 比 0 大胜马尔代夫队，取得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亚
洲区 40 强赛的首场胜利； 前锋
杨旭、武磊、艾克森先后破门，首
位非华裔入籍国脚艾克森更是
打进两粒进球。

半场攻防战
国足的首发阵容与在赛前训

练时穿上象征主力黄背心的球员
完全相同：艾克森、武磊、杨旭突
前，蒿俊闵、吴曦、池忠国坐镇中
场，后防线由王刚、张琳芃、朱辰
杰和李磊组成，门将为颜骏凌。

两队此前 4 次交锋，中国队
获得全胜。实力上的差距让比赛
开始不久就变成半场攻防战。国
足迅速掌握场上主动，马尔代夫
队只能依靠零星的反击制造威
胁。 国足的三名前锋频繁在场上
换位，制造出不少破门机会。 第
34 分钟，吴曦头槌破门，为国足

吹响胜利号角。 上半场结束前，
武磊在小禁区内头球建功。半场
结束，国足凭借两粒头球取得 2
比 0 的领先优势。

下半时刚开始， 马尔代夫队
展开猛烈反攻， 还利用任意球机
会两次创造破门机会， 好在颜骏
凌做出精彩扑救，力保大门不失。
避过马尔代夫队的“三板斧”后，
国足就基本掌控余下的比赛。 第
64 分钟，杨旭主罚点球破门。 韦
世豪在第 81 分钟赢得点球，同时
让对方一名球员得到第二张黄牌
被罚下。艾克森罚进点球，打进其
国足生涯的首粒进球。 全场伤停
补时阶段，艾克森梅开二度。

目前，中国队、叙利亚队、菲
律宾队和马尔代夫队均积 3 分，
国足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暂时登
上 A 组榜首。 客场大胜马尔代
夫队，无疑给国足的世预赛之旅
开了个好头， 但在主帅里皮看
来， 进军卡塔尔之路还很漫长。
“我们专注于比赛， 我对队员们
的专注度和斗志都很满意。我们

没有轻视对手，这会使得我们更
强大。 现在只是第一场比赛，因
此进多少球都没有太大意义。我
们应该开始准备下面的比赛，去
拿到更多的分数。 ”。

谈到艾克森的国足首秀，里
皮表示：“我更关注团队的整体表
现。 艾克森在比赛最后阶段进了
两个球，他的状态在逐渐回升。 ”

效力于西甲西班牙人的武
磊不但打入一球，而且几次突破
也颇为亮眼。 里皮认为，武磊在
比赛强度上更接近欧洲风格，实
力和在中超联赛效力时相比有
不小的提升。

里皮还充分肯定国足锋线的
攻击力：“最近两场比赛， 我们都
进了不少球， 包括此前同缅甸队
的友谊赛，我们也进了 4 个球。在
前锋线上， 我们现在有武磊和艾
克森，他们的配合很默契。 ”

吃下定心丸
里 皮 谈 到 对 手 时 表 示 ：

“其实 ， 马尔代夫队有很多脚

法不错的球员 ， 他们也很努
力。 不过， 一个国家足球水平
的提高应该是整体的， 包括联
赛的水平和国家队的水平。 我
很高兴， 中国队的队员们没有
低估对手， 这让我们得到了很
好的结果。 ”

在当天进行的另一场小组
赛中，菲律宾队客场 4 比 1 大
胜关岛队。 国足的下一场 40
强赛是 10 月 10 日主场迎战
关岛队 ；5 天后将做客挑战菲
律宾队。

中国队与菲律宾队、 关岛
队、叙利亚队和马尔代夫队同在
40 强赛的 A 组 。 作为种子球
队，国足第一轮比赛轮空；马尔
代夫队客场 1 比 0 小胜关岛队。
首战大胜马尔代夫队，无疑给国
足吃下定心丸———在这个强弱
较为分明的小组，即便无法确保
战胜最强对手叙利亚队，但只要
国足对其余三支球队完成“双
杀”，就基本确保一个晋级 12 强
赛的名额。

国足争“入世” 首战“热启动”
客场以 5 比 0 大胜马尔代夫队，暂居 A 组首位

白金石夺冠

阿根廷西班牙晋级四强
篮球世界杯

欧预赛·今晨

海口高尔夫精英赛资格赛结束

世预赛 40 强赛·今晨

幸福的球迷
忐忑的记者

记者手记

艾克森世预赛完美首秀人物特写

国象国际新人王赛

艾克森（右）和门将颜骏凌赛后向球迷致意 图 / 视觉中国

中前场频频进球
后防屡屡犯大错

英格兰逆转弱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