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乒世界杯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道：2019 年广
东省业余围棋公开赛、 广州市围棋甲组联赛暨
第 33 届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广东选拔
赛昨日在广州棋院收枰， 广州老将李智华以七
战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

本次比赛共有广州、深圳、珠海、肇庆等各
地 120 多名业余围棋高手参加角逐。 经过七轮
较量，除李智华以全胜战绩获得冠军外，谭善文
等七人同为六胜一负积 12 分并列“第二集团”。
经比较小分，谭善文、张予儒分获亚军和季军，
黄骏、冯泽锴、佟云、赵思源、杨霖轩、潘思杰、杨
宇祥、李汶洋、王苏同获得第四至第 12 名。按规
定，八位棋手均被授予 2019 年度广州市围棋甲
组棋手称号，李智华、谭善文还将代表羊城晚报
队， 参加明年 1 月 7 日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的
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 这次赛事由广州
市围棋协会主办， 广东东湖棋院承办， 广州棋
院、广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为支持单位。

羊城晚报讯 本周中英超开
快车，曼联对阵热刺之战是最大
焦点，这将是穆里尼奥离开红魔
帅位后首次重返老特拉福德球
场挑战旧主。 明天出版的《羊城

体育·足彩大富翁》（电 子 版 ：
www.okdfw.com， 微信公众号 ：
穗城 sports、羊体加官微 ）重心推
介：热刺客场有望抢分。

（林达乐）

热刺有望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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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今晨消息 记者刘
毅报道：曼联和阿森纳正在沦为
英超中游球队，在两支“升班马”
面前毫无豪门风范：今晨在第 14
轮，曼联主场被维拉逼成 2 比 2，
阿森纳客场也与诺维奇战成 2
比 2。 阿森纳积 19 分排名第八，
曼联积 18 分排名第九， 分别落
后欧冠参赛区 7 分和 8 分。

只要索尔斯克亚在曼联执
教， 就有各种最差纪录等着去刷
新，14 轮比赛仅积 18 分，是曼联
31 年来的最差开局。 随后两轮联
赛， 曼联将分别遭遇前主帅穆里
尼奥执教的热刺和名帅瓜迪奥拉
执教的曼城，届时会遇强不弱吗？

曼联上周五在欧联杯客场
以 1 比 2 负于哈萨克斯坦球队
阿斯塔纳，索尔斯克亚把所有一
线队主力留在曼彻斯特，就是为
了备战这场英超较量。索帅今晨
派出马夏尔、拉什福德、马塔和
詹姆斯的进攻组合，“灾难双后
腰” 佩雷拉和弗雷德继续首发，
传说复出的王牌后腰马蒂奇和
博格巴没有进入比赛名单。

在索帅手中， 曼联在英超主
场对维拉的六连胜被终结。 这是

索帅在曼联执教的第 50 场比赛，
取得 24 胜 12 平 14 负，胜率只有
48%。 他在英超执教 35 场，取得
16 胜 10 平 9 负 ， 胜 率 仅 为
45.7%，还不如当年饱受争议的莫
耶斯。 索帅担任临时主帅时战绩
还不错，但转正之后在英超胜率是
27.3%，22 场比赛只赢了 6 场。

11 月 29 日凌晨在欧联杯
主场爆冷以 1 比 2 负于法兰克
福，阿森纳在 11 月 29 日傍晚就
宣布炒掉前主帅埃梅里。阿森纳
名宿永贝里临危受命出任临时
主帅，11 月 30 日凌晨带队完成
首次训练，可第一战没能“换帅
如换刀”。

永 贝 里 排 出 4-3-1-2 阵
形，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出任双
箭头，厄齐尔司职前腰。 阿森纳
表现出较强的攻击力，可是防守
太糟糕，速度奇慢的中卫穆斯塔
菲犹如木桩。诺维奇首席射手普
基率先破门，奥巴梅扬主罚点球
扳平；坎特威尔为诺维奇再度领
先，奥巴梅扬又将比分追成 2 比
2。 永贝里随后换上维尔洛克和
萨卡，但一直没有使用今夏耗资
8000 万欧元引进的边锋佩佩。

林书豪突进篮下陷入多人
夹击造成失误，广东队外援布鲁
克 斯 持 球 快 速 推 进 上 篮 得
分———这是昨晚在 CBA 常规赛
第 12 轮的焦点战， 北京队主场
对阵广东东莞银行队的第三节
出现的一幕。

每次京粤大战都火星四溅，
留下令人难忘的印记，这次也不
例外。 随着马布里离去，北京队
近两个赛季实力下降明显，但凶
悍的防守仍在联盟中独树一帜。
以高强度的防守带动进攻，是北
京队赖以生存的最大本领。而广
东队是快速进攻的代表，场均可
得 124 分，仅次于新疆队，上一
轮还单场得到 151 分， 创下队
史单场得分纪录。

昨晚本应是一场“矛盾之
争”， 到底是广东队的“矛”更
利， 还是北京队的盾更坚？ 然
而，比赛的进程出乎人们的意料
之外。

首节， 广东队狂飙突进，其
速度令北京队防不胜防， 砍下
29 分后一节就领先 12 分。 第二
节北京队及时改变策略，通过包
夹威姆斯等战术令广东队失误
增多， 单节赢回 14 分， 半场结
束时反以 50 比 48 领先。

广东队的纠错能力极高，第
三节就在防守上大做文章。对林
书豪坚决贴身领防，高位则换人
防， 不让他有轻易出手的机会；

如果“林疯狂”突破，则防守球员
紧紧贴在身旁，辅以内线球员的
协防、包夹，使其体能迅速下降；
对汉密尔顿则绕前防守，尽可能
不让他接球，避免他第二节屡屡
“吃饼”得分；对北京队其他球员
则人盯人跟防，许突不许投……
这一系列战术实施后，北京队的
进攻毫无章法，而有能力持球得
分的球员又不多。第三节广东队
打出一波 22 比 14，并带着 6 分
的领先优势进入最后一节。在单
外援的最后一节，北京队更被防
得非常狼狈，失误数直线上升。

最终，广东队以 93 比 78 有
惊无险地取得八连胜，并送给对
手本赛季首个主场失利。 下半
场，北京队总共得到 28 分，而广
东队则利用对手的失误，打起自
己熟悉的快速反击， 两节共得
45 分。 广东队有四人得分上双，
北京队只有两名外援得分上双；
广东队有 14 次抢断， 迫使对手
出现 18 次失误———广东队以对
手擅长的方式击败了对手。

广东队主教练杜锋赛后自
信地表示：“第二节我们打得太
犹豫，首节防得对手出现 9 次失
误， 但次节轮到我们出现 6 次，
造成上半场有些起伏。下半场经
过布置，回到我们的节奏上。 只
要按我们的节奏打，取胜是没什
么问题的。 ”

羊城晚报记者 周方平

羊城晚报讯 记者徐扬扬
报道：2019 南粤古驿道“天翼
4K 高清杯” 定向大赛第八站赛
事昨天在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
县大桥镇举行（下图）。

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女子
接力团体冠军梁婉霞、 第 13 届
全运会男子 4×400 米接力冠
军卢志权为大赛助兴；616 名运
动员参加这次比赛，其中专业组
270 人，含猎狐组 15 人，体验组
共 80 人，共计 350 人 ；韶关招
募运动员 266 人， 其中学生组
240 人，村民组 26 人。本站比赛
场地一半设在大桥镇的古村落，
另一半设在镇外的西京古驿道；
运动员要适应复杂的野外环境，
因为西京古驿道是典型的喀什
特地貌，怪石嶙峋，就像天然的
迷宫。

“古道初心路·红色徒步行”
乳源第二届中国西京古道千人
徒步行同时在大桥镇举行，徒步
爱好者沿着红七军的足迹健行
西京古道 12 公里， 穿越五里
桥、东京洞、仙坳头、瑶山古道
等四段经典古道线路。他们身着
红军装、唱着红军歌，行走在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古道上， 缅怀
革命先烈，感受历史遗韵。

这是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第二次在大桥镇举行，去年 8 月
首次举办之后已吸引各地游客
共计 200 多万人来古道及周边
景区旅游观光，新增民宿、农家
乐、餐饮店近 300 余家，花生豆
腐、香芋南瓜、三角麦糍等特色
农产品颇受青睐，带动了当地服
务业和农副业的发展。广东电信
今年再次成为赛事战略合作伙
伴，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一直给
予赛事大力支持。

樊振东和马龙， 谁能率先夺
得男乒世界杯第三冠?
� � � � 答案昨晚揭晓： 广东选手樊
振东后来居上， 四年内夺得第三
个男乒世界杯， 夺冠总数紧追主
管教练王皓和白俄罗斯名将萨姆
索诺夫，仅次于马琳的四冠。

2019 国际乒联男子世界杯赛
前两天，成都一直阴雨不断，四川
省体育馆的上座率不算太高。 昨
天成都放晴， 阳光明媚加上铜牌
战和决赛的重磅对决， 让成都球
迷纷纷赶到现场观战。

“马龙， 雄起 !”“樊振东，雄
起 !”四川球迷用独特的加油方式
为国乒名将助威。 樊振东在全场
球迷一波又一波的助威声浪下，
在决赛以 1 比 2 落后的不利局面
下连扳三局逆转，捧起冠军奖杯。

他夺冠后表示:“很感谢现场为我
加油、为我喝彩的人。 我感受到了
很多的力量。 ”

日本小将张本智和在半决赛
爆冷淘汰马龙， 决赛前三局也打
得很放松。 樊振东首局以 9 比 6
领先，却罕见地被逆转，立刻陷入
不利局面。 樊振东赛后也称，首局
失利很可惜， 也让局面发生非常
大的变化。

好在樊振东保持平和的心态，
不断想办法找到突破口。 在以 1
比 2 落后的情况下，他从第四局开
始一分一分与对手紧咬；即便第六
局开局以 1 比 5 落后， 仍抓住对
手的漏洞连追 8 分彻底扭转形
势———4 比 2!樊振东终于逆转胜。

大满贯得主马龙几个月未参
加单打国际比赛， 不仅半决赛输

给张本智和， 在铜牌争夺战中也
苦战七局， 不敌半决赛被樊振东
横扫的中国台北小将林昀儒。 马
龙赛后无奈地表示，身体、技术以
及对比赛的感觉和信心都还没恢
复到最佳，仍需要比赛的积累。

在夺冠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樊振东解释为何能从低谷中走出
来：“之前自己状态不是那么好的
时候， 恰恰因为更多地去想后面
会怎么样、打好了会怎么样，反而
会限制自己。 ”在布达佩斯世乒赛
前，樊振东心中的对手只有马龙，
他渴望拿到这个冠军来证明自
己。 但正是这样的心态，让他在世
乒赛上爆冷输给梁靖崑。 樊振东
越想证明自己就越纠结， 结果接
连输球。

他认为：“心态要干净， 要纯

粹一点， 慢慢从不好的状态中一
点一点往回找， 更加知道专注一
些细节，包括专注当下，这是最重
要的。 可能想别的东西只会给自
己增加负面的情绪。 ”第三次夺得
世界杯冠军， 樊振东认为每次的
收获都不一样。“一开始是冲击别
人， 然后到现在可能会有比我更
小的年轻球员在这种舞台上展现
自己。 我要把心态放好、去拼，不
管半决赛还是决赛都做到了这
点，心态摆得很正”。

心态， 是樊振东反反复复强
调的关键。 从世界杯的整体表现
来看，他显然有了一些心得，还能
在场上顺利运用。 心态纯粹，专注
当下，不期待结果，樊振东反而重
新回到巅峰。
羊城晚报记者 魏超然(发自成都 )

广州恒大主场完
胜上海申花， 以 2 分
之差力压北京国安夺
得联赛第八冠

中超·焦点

回归“王座”
随着来自巴林的主裁判舒

克拉拉一声终场长哨， 天河体
育中心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经历一个跌宕起伏的赛
季后， 广州恒大的队员和球迷
终于可以忘情地庆祝夺冠。 昨
天主场以 3 比 0 完胜上海申
花， 广州恒大没有给紧追的北
京国安任何机会， 中超班霸时
隔一年回归“王座”，八座中超
奖杯更体现出在联赛赛场的强
大统治力。

广州恒大以积 72 分夺冠，
是中超近 10 个赛季来的第二高
冠军得分， 仅次于广州恒大于
2013 赛季拿到的 77 分。 事实
上，以 2 分之差屈居亚军的北京
国安也创造出历史上得分最高
的亚军纪录，所获积分足以在过
去五个赛季里夺得冠军。

广州恒大夺得七连冠后，
上赛季被上海上港占据“王
座”。 本赛季初期，广州恒大主
帅卡纳瓦罗曾多次强调：“本赛
季的目标是更新换代。 ”在引进
多名实力派年轻球员后， 广州
恒大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买入超
级外援， 而是沿用保利尼奥和
塔利斯卡的双前场外援。

联赛开始阶段， 广州恒大
的状态极不稳定， 主场不敌北
京国安后一度被甩开 8 分的差
距。 与此同时，塔利斯卡、于汉

超和李学鹏等主力球员先后长
时间受伤， 卡纳瓦罗只能被迫
起用新人。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年轻
球员的表现大大超出人们的预
期， 杨立瑜和韦世豪在锋线上
大放异彩， 高准翼和严鼎皓在
中后场也有出色表现，“青春风
暴”豪取 13 连胜，一举扭转在
积分榜上的不利局面。

在赛季收尾阶段， 广州恒
大状态下滑，卡纳瓦罗还一度
濒临下课的边缘，但最终还是
经受住了考验。卡帅在对阵上
海上港的“天王山之战”中大
胆变阵， 祭出五后卫阵形，收
获一场完胜并牢牢掌握争冠
主动权。

“双杀”联赛季军上海上港
和第四名山东鲁能， 对阵亚军
北京国安 1 胜 1 负———广州恒
大本赛季对阵强敌占据上风。
卡纳瓦罗也因此收获执教后的
第一个联赛冠军。

美中不足的是， 广州恒大
本应在亚冠赛场上走得更远。
在对阵浦和红钻的半决赛中，
卡纳瓦罗排兵布阵过于保守，
队员们在场上也缩手缩脚，最
终被淘汰出局。 这也许就是成
长的代价， 也意味着还有成长
的空间。

羊城晚报记者 郝浩宇

南粤古驿道
定向大赛
再进乳源

“樊振东，雄起!” 决赛逆转张本智和，四年内
三夺冠军

英超·今晨

曼联阿森纳战平“升班马”

CBA·焦点
林书豪难演疯狂
广东队防守制胜

广州恒大夺冠庆典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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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杯广东选拔赛收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