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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日

前， 国家体育总局官网公示了《2019

年优秀运动员免试入学推荐名单》，

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九段位列其中，

他将被清华大学特招录取。 在清华大

学的特招名单中清晰显示，运动等级

被标注为国际级运动健将的柯洁将

就读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据悉，柯洁并非首位入学清华的

围棋选手，2015 年， 围棋世界冠军八

冠王古力就进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历史系学习。 棋类选手进入顶尖高校

的例子不少，2012 年时， 国际象棋特

级大师侯逸凡就进入北京大学，攻读

国际关系专业。 她学习非常努力，于

2018 年获得了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

尽管如此，但是柯洁免试入读清华的

消息传出来后，还是有不少网友提出

了质疑。

对此，原国家围棋队教练、现东

湖棋院副院长、围棋职业九段吴肇毅

接受采访时表示，像柯洁这样的精英

棋手受到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名校青

睐很正常。“以柯洁的能力和智商，

只要认真、 扎实地投入到学习中

去，肯定是能够完成清华大学的学

业的。 关键还是要看柯洁自己如何

在学习和比赛之间找到平衡，毕竟他

要经常参加比赛，比赛会占据他许多

的时间。 ”

另一位围棋名宿、广州棋文化促

进会会长容坚行则认为，网友对此事

有想法也是无可厚非，毕竟清华大学

是名牌学府， 是珍贵的教育资源，网

友关注清华招生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他相信，清华大

学方面肯定是在认真考量和审核之

后，在确认柯洁符合相关免试入学的

招生规定、并有能力完成清华学业的

情况下，清华才会做出让柯洁免试入

学的决定。 容坚行还补充说：“我赞同

利用优惠政策给优秀运动员进入高

等学府学习的做法。 而且这也不是中

国高等学府特有的招生手段，其实很

多国外的高等学府也有针对优秀运

动员入学的优惠政策，优秀运动员受

高等学府青睐是个普遍现象。 据我所

知，在围棋这一块，棋手获得类似的

入学机会后都会格外珍惜。 在我认识

的这些棋手中，没听过入读后得到学

校负面评价的，他们最后都凭借自己

的努力通过考核并最终完成学业。 ”

最近几个月以来，柯洁曾几次登

上热搜，三星杯夺冠后的“房贷梗”早

已被网友玩坏，之后又有贺岁杯失误

自打耳光引起关注，同时在各大综艺

节目中也是频频亮相，3 月 10 日晚，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播出，柯洁

与郎朗， 魏晨两位一起担任节目嘉

宾，可谓风光无两。

清华免试录取柯洁！ 你怎么看？

●

赞扬派

本仙女的命是空调给的 ：

突然感觉清华好机智， 偷偷招

这种大牛。

梁家辕

MrJ

： 清华血赚好

吗！

鲸鱼游了一晚上：没毛病，

他这个级别活该上清华。

●

酷评派

填坑的彩凤： 为什么要去

学工商管理啊？ 太浪费脑子了。

我觉得柯洁应该去学

AI

，重整

河山，从根本上打败阿尔法狗！

昆仑山洛洛： 原来柯洁买

房子，是为了更好的上学啊！

●

理性派

羊小歪歪歪： 特招进没毛

病，毕业凭本事就可以。

马可·西瓜： 各取所需嘛，

清华需要他的社会影响力 ，他

需要清华文凭。

网友评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由

恒大集团专项出资 5000 万元创办

的首届“恒大杯”马德里足球冠军

赛目前已战罢八周，恒大足校西班

牙分校 4 个年龄段队伍共参赛 32

场，和马德里当地同年龄段最高级

别联赛对手交锋，赢下了 17 场，胜

率过半。

截至北京时间 3 月 12 日，马

德里足球冠军赛已结束了总共 48

场比赛中，恒大 4 个年龄段球队共

参赛 32 场， 取得 17 胜 6 平 9 负，

胜率达到 53%，打进 57 球，失 32

球。

其中， 恒大 U15 队无疑是表

现最为突出的一支队伍，目前 7 胜

1 平保持不败战绩。

这支队伍堪称恒大西班牙分

校的一支王牌队， 曾战胜拉科鲁

尼亚， 战平瓦伦西亚、 瓦列卡诺

梯队。

信 息 时 报 讯 （ 记 者 冯 爱

军）

昨晚， 2019 赛季亚冠联赛小

组赛 F 组第 2 轮赛事展开， 广州

恒大客场 1:3 大邱 FC， 遭遇本赛

季亚冠首败， 而大邱 FC 这支亚

冠新军则意外地收获了小组两连

胜。

交战双方上轮亚冠都收获开

门红， 恒大主场 2： 0 战胜广岛三

箭， 大邱 FC 客场 3： 1 逆转墨尔

本胜利。 大邱 FC 的 2 名巴西前

锋埃德加·席尔瓦和塞西尼奥， 赛

季开始后均有出色发挥。

本场比赛， 他们又让恒大尝

到了“防不胜防” 的滋味。 第 24

分钟大邱 FC 化解恒大前场界外

球冲击后迅速展开快攻， 埃德

加·席尔瓦前点包抄时直接垫射

破门。 第 43 分钟， 金大元左边路

吸引三名恒大球员后横敲， 塞西

尼亚将球塞入禁区， 埃德加·席尔

瓦面对门将低射破门。 尽管比赛

第 53 分钟塔利斯卡中路抢点破门

为恒大扳回一球， 但是第 81 分钟

金大元左路底线再次洞穿了恒大

的球门， 帮助大邱 FC 锁定了胜

局。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上赛季

恒大在 1/8 决赛出局， 但 4 个客

场 1 胜 3 平保持不败， 此役面对

大邱 FC， 只要保持不败， 恒大就

将创造史上最长的亚冠客场不败

纪录， 可惜最终事与愿违。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同样是两球落

后，恒大最终大败给亚冠新军大邱，而山东鲁能

却在主场 2:2 顽强地逼和了卫冕冠军鹿岛鹿角。

鹿岛鹿角是E组实力最强的球队，对于近期

在“双线”作战中两战不胜的鲁能来说，本场比

赛是巨大挑战。 屋漏偏逢连夜雨，状态不佳的鲁

能开局又无比糟糕。 开赛第10分钟，客队伊藤翔

打进首球；3分钟后他又梅开二度将比分扩大为

2:0。

在上一场亚冠小组赛中， 佩莱头顶脚射攻

入 2 球，此役他再度扮演功臣角色，意大利人又

一次连进两球助鲁能扳平比分。 第 20 分钟，鹿

岛鹿角队手球，佩莱主罚命中缩小差距。 上半场

结束前，佩莱在混战中伺机将比分扳平。 下半场

双方均未能改写比分，最终双方以 2:2 战平。

值得一提的是， 本赛季鲁能从曼联引进的

比利时国脚费莱尼本场比赛首发出场， 依然表

现平平， 攻防两端与其在曼联队的表现相去甚

远。

算上上轮中超 2:2 战平河南建业，鲁能在最

近三场比赛中均与对手 2:2 战平。虽然连续两场

亚冠与对手 2:2 战平，但佩莱仍表示对鲁能的出

线前景抱有信心。

佩莱梅开二度救主

鲁能两球落后逼平卫冕冠军

恒大遭亚冠新军“欺凌”

一队兵败大邱，小将闪耀马德里

客场 1:3 负于大邱 FC

周四

“网红”柯洁又一次登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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