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耀烨击败李世石夺春兰杯
被老聂骂哭的神童终成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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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宏 十年前，在上
海打应氏杯的少年组比赛，轻松夺冠，
14岁已是围甲北京队大将的陈耀烨略
有不屑地告诉本报记者，少年组冠军
没什么好拿的。但年少成名的他，随后
虽然两次进世界大赛决赛，却总与冠
军无缘，直到昨天结束的春兰杯决赛，
他击败了强大的李世石夺冠，成为中
国围棋史上第12位世界冠军！

陈耀烨年少成名，是中国围棋小

豹辈的领军人物。13岁就打上了围甲，
而在围甲的第二年，就曝出大新闻：因
为不服聂卫平带有训斥性的“ 指点”，
当面顶撞对方，而被聂卫平骂哭。从
此，大家就记住了这个脾气有点倔的
天才少年。

在随后的十年，陈耀烨一直是中
国围棋的一流棋手，蝉联过四届天元，
进入过LG杯决赛，但由于缺少一个世
界冠军，总让人觉得还差最后一口气。

这次对阵李世石，之前两人战成了1:1
平，而决赛盘，两人此消彼长，体现出了
双方实力确实已经比较接近，关键时
刻，陈耀烨强硬的砍杀方式，丝毫不弱
于李世石，最终，他执黑211手中盘拿下
了对手，捧走15万美元的冠军奖金。

这样的胜利，并不仅仅是拿个世
界冠军那么简单，因为要在番棋中战
胜李世石，并不容易，中国棋手中，此前
也仅仅有古力做到过，陈耀烨是第二

人！这样的胜利，也让李世石心悦诚服，
在赛后等待领奖时，他特意走过去，轻
轻拍了拍陈耀烨的肩膀称赞对手———
在第二盘扳平时，李世石就曾表示自
己“ 赢得惭愧”。

“ 感觉上今天这盘棋一直都挺危
险的，能够赢下来运气很好。去年年底
进决赛的时候，觉得自己希望不是很
大，因为李世石实力比我强嘛，所以这
次能够夺冠非常高兴。”陈耀烨虽然高

兴，却表现得一如既往的冷静，“ 不过
今天的棋有下得不满意的地方，棋也下
得挺累的。”

成名早，却被很多比自己小的90
后棋手抢先一步拿到世界冠军，这次终
于完成突破，陈耀烨说有了努力，就不
枉费这么多年的努力：“ 觉得只要自己
努力了，即使拿不到也没有关系———
对手实力在我之上，赢了是赚到。当然，
今天棋的质量还是非常精彩的。”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网坛天后小
威廉姆斯一向个性随心所欲，出言口
无遮拦。据美国媒体爆料，小威对美
国的一桩强奸案发表了爆炸性言论：

“ 她（ 指受害人）都16岁了，不应该
使自己处于那种境地。可能她原来就
不是个处女。”这一言论遭到了广泛
的抨击和质疑。次日，小威就在官方
网站上发表了声明，为自己的不当言
论道歉。

今年3月，在一次高中橄榄球队
庆祝聚会上，两名来自美国俄亥俄州
斯托本维尔的男生强奸了一名喝醉
酒的16岁女孩，其中一名男生还强迫
拍摄了那名女孩的裸照，这个案件招
致广泛关注。

看过这一新闻的小威，非但没有
同情受害的少女，却有为肇事者辩护
的意味：“ 你认为这样公平吗？那些
男生们得到了什么？他们的确是做了
些愚蠢的事。我并不是指责那名女
生，但是如果你是名16岁的女孩，并

且喝了那么多酒，应该得到理解吗？
我相信你的父母肯定会教育你别喝
别人的酒。她16岁了，为什么自己都
不记得在哪喝的酒？事情的结果本可
能更糟，她已经很幸运了。或许她本
来就已经不是处女。”

这番言论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
满，随后，小威不得不在官网发表了
道歉声明：“ 我正在积极与女孩的家
庭接触，希望能让他们明白，我为我
说过的话感到十分抱歉。”小威还表
达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感想，“ 我很
震惊，也非常难过。对于只有16岁的
小姑娘来说，这真的是非常可怕。而
且无论对受害者还是施暴者的家庭
来说，都是悲剧。我必须强调，我绝对
没有直接或者影射想要责怪这个女
孩的意思。我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都不
断为妇女获得平等权利而努力。我尊
重每个领域的人，力所能及地支持每
一项女性活动。我的祷告和支持总是
送给受害者。”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昨天，作为
国内首个获中高协权威认证的企业业
余赛事———2013别克高尔夫挑战赛在
上海天马高尔夫俱乐部揭幕，本次上
海揭幕战吸引了超过140名车主的积
极参与，创下单场规模新纪录。经过一
天的激烈角逐，范德清、沈战修、姚卫
红等13位车主凭借自己的超常发挥，
顺利取得年终总决赛的入场券。

为了给全国高尔夫运动爱好者
创造更多互相交流、共同进步的竞
技机会，2013年，别克高尔夫挑战赛

从去年的8场分站赛扩展至今年的13
场。上海揭幕战之后，赛事将马不停
蹄地转战苏州、杭州、青岛、沈阳、大
连、北京、天津、西安、成都、武汉、广
州、深圳等12个城市，并将于10月下
旬举行年终总决赛。

今年年终总决赛胜出的六位车
主仍将前往美国。更值得一提的是，
所有晋级总决赛的选手都有机会受
邀参加2013汇丰冠军赛———职业业
余配对赛，与来自世界主要高尔夫巡
回赛的翘楚们同场竞技。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内马尔
在今年的联合会杯上的表现堪称完
美，继前一场打进闪电进球后，昨天
与墨西哥的比赛，内马尔也在开场9
分钟就取得进球，并在终场前助攻
队友将比分锁定在2：0，帮助巴西轻
松晋级半决赛。然而球队场上精彩
的表现却掩盖不了场外的喧嚣，巴
西全国性的反世界杯游行示威正愈
演愈烈，这让内马尔心情复杂。

内马尔在联合会杯上大放异彩，
正在改变人们对这支巴西队未来命
运的看法，比赛的第9分钟，巴西队的
下底传中被墨西哥后卫抢到第一点，
但头球解围却恰好落在内马尔跟前，
内马尔毫不犹豫的凌空抽射将球打
进。之后的比赛，内马尔也获得了不
少机会，可惜都没能破门，而正当人
们认为他在场上过“ 独”时，他却在

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用一次妙到毫巅
的过人突破了2位墨西哥后卫的防
守，并冷静地横传，帮助替补上场的
若打入了巴西队的第2球。

内马尔和若两场比赛都有进
球，而两连胜的巴西也顺利晋级半
决赛，他们将在明天与另一支已经
晋级半决赛的意大利队进行小组赛
的最后一战。

球场内巴西队的表现让球迷兴
奋，但在球场外，全国性的反世界杯
游行也热火朝天，尤其是之前巴西
政府上调公交运输费用的决定引起
了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借着联合
会杯的机会，他们发起了对于明年
巴西世界杯的声讨，且情势不断升
级。不仅是抗议者认为大量投资在
世界杯的资金应该用于医疗、教育
和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改善，连前巴

西球星里瓦尔多近日也公开表示，
巴西并不具备举办世界杯的条件，
而政府没把钱用在正确的地方。

对于外界的抗议声，内马尔心情
复杂，他在网上表示对巴西发生的这
一切感到难过，“ 我的父母一直辛勤
工作，为我和我的姐姐提供优质的生
活条件，而如今，多亏了球迷才让我
有了球场上的成绩。但现状是，抗议
的旗帜正飘扬在巴西各地。”

内马尔指出，世界杯并不会解
决巴西的社会问题，但人们没必要
走到上街抗议的那一步，“ 我对那些
抗议者表示同情，但我不希望他们
去占领街头，这确实是政府的责任，
但世界杯是无辜的。对我来说，代表
巴西的唯一方式就是在球场上踢
球，而这些抗议活动会激励我拿出
更好的表现。”

本报讯 记者 张逸麟 作为一
位资历很深的意大利老帅，扎切罗
尼确实知道如何去击败这支欧洲亚
军。昨天的联合会杯上，他率领的日
本队一度2:0领先意大利，并在场面
上占据优势，但顽强的意大利队随
后连扳3球，并最终凭借乔文科的进
球4:3击败日本队，与巴西携手晋级
半决赛。

但这样一场宝贵的逆转胜利却
没让意大利人有什么欣喜之处，来
自尤文的中场球员贾凯里尼赛后
说：“ 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吗？实话
说，不。但是我们是意大利，知道在
困难的情况下得怎么去踢，我们没
有放弃，而且有点幸运。”

日本队两位在欧洲效力的明星
本田圭佑和香川真司率先为球队进
球，同时日本队也给予意大利很大
的压力。普兰德利不得不在第25分
钟就用乔文科换下阿奎拉尼，来加
强攻击力，之后德罗西的头球，贾凯
里尼制造的乌龙以及巴洛特利的点
球命中为意大利反超了比分。当日
本队69分钟由冈崎慎司将比分扳成
3:3后，普兰德利换上的乔文科成为
比赛的胜负手，他在86分钟打进了
决胜球，这也是他代表意大利队的
处子进球。

日本队在比 赛 中 运 气 也 着 实
不佳，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他们先
后 3 次 打 中 门 柱 。 其 中 82 分 钟 那

次，冈崎慎司的射门和香川真司头
球补射先后被立柱和横梁挡出，89
分钟，冈崎慎司在门前7米处左脚
推射又击中横梁，吉田麻随后补
射入网，但越位在先，日本失去了
最后扳平的机会。这一幕幕也让
扎切罗尼感叹命运弄人，他赛后
将这场比赛与1970年意大利对阵
联邦德国的那场世界杯半决赛相
提并论，在当年那场比赛中，意大
利也以4:3险胜西德。

“ 我们确实不走运，但我认为在
这场比赛中，我的球员们配得上更
多的荣誉，他们带着勇气和决心上
场，将欧洲亚军压制在了这样的压
力之下。”扎切罗尼说。

祸从口出 小威道歉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下周一，温
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就将拉开帷幕，
昨天温网公布了种子名单，刚刚
在法网成功卫冕的纳达尔，在世
界 排 名 上 仍 旧 没 能 得 到 提 升 ，将
以5号种子的身份出战温网。德约
科维奇位列头号种子，穆雷是2号
种 子 ，费 德 勒 是 3 号 种 子 ，费 雷 尔

是4号种子。
女单方面，种子完全遵循世界

排名，小威廉姆斯、阿扎伦卡、莎拉
波娃和拉德万斯卡位列前4号种子，
李娜是6号种子，彭帅也以24号种子
的身份出现在温网赛场。郑洁因为
名次滑落到40名以外，将以非种子
身份出战正赛。

温网公布种子名单 李娜位列6号种子

意大利逆转险胜日本
意球员：我们配得上这场胜利吗？

场上完美，场外热闹 内马尔为国内抗议难过

》天下体育

本报讯 记者 张楠 昨天，上海
市体育局发布《 2012年上海市全民
健身发展公告》，公布了2012年上海
市全民健身发展指数。数据显示，
2012年上海市全民健身事业总体发
展情况“ 比较满意”。上海市体育局
副局长李伟听表示，这一评估结果
相对客观，如实反映了上海全民健
身的发展状况。

公告中发布的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和体育人口比例两组传统数据，
引发了较大关注。

2012年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为1.67平方米，低于2004年“ 第五次
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时的上海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增加1.71平方米的水平。
根据抽样调查，2012年上海市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为39.6%，影
响市民参加锻炼的主要原因是缺少
空闲时间和学习工作负担较重。

上海发布全民健身发展指数

高尔夫挑战赛开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