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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Sports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昨日， 第21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

体锦标赛第二阶段第二局比赛在

韩国釜山进行，杨鼎新执白310手

1目半战胜韩国棋手李东勋，取得

一波五连胜锁定下届参赛权。 同

时， 杨鼎新的连胜奖金积累至

3000万韩元

（ 约合

17.9

万元人民

币）

。

首次出战农心杯的杨鼎新，

上来就一波四连胜，战胜元晟溱、

山下敬吾、金志锡和一力辽。 本轮

杨鼎新的对手是李东勋， 杨鼎新

此前与其有过六次交手， 三胜三

负平分秋色。 与初次参加的农心

杯的杨鼎新不同， 李东勋曾有过

两次参赛经验，可惜一局未胜。 经

由猜先本局杨鼎新执白， 这是他

在本届农心杯首次放下黑棋。

前半盘白棋掌握主动权，黑

棋在下边主动挑起战火， 但之后

行棋效率不高，白棋借势走厚。 黑

棋打劫时机选择错误，给了白棋

运作自身的机会。 结果白棋有

来有往， 在局势大好的情况下

开劫，消劫后双方形势接近，白

棋小有优势。 棋局变细，好在棋盘

上可以做文章的地方已经无几。

杨鼎新稳住局面，以 1.5 目的优势

胜出。

农心杯第二阶段第三局的比

赛将于北京时间 11 月 24 日 13

时进行，杨鼎新继续守擂，日方副

帅攻擂。 根据规则，本届农心杯每

方 1 小时、1 次 1 分钟读秒， 冠军

奖金为 5 亿韩元

（ 约合人民币

298

万元）

。 此前 20 届， 韩国夺冠 12

次、中国 7 次、日本 1 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2019~

2020 赛季 WCBA 揭幕战昨日在大朗开

打，卫冕冠军广东东莞新彤盛女篮以 103

比 94 险胜今年刚刚成立的联赛新军内蒙

古女篮。

内蒙古女篮虽然是“新军”，但阵容中

不乏大家熟悉的面孔———前国手魏伟、姬

晓、李珊珊、程凤、邱思

玥

；而队中的宝岛

球员张绮芳也曾入选过中国台北女篮。而

这支球队的外援娜塔莎·霍华德也在

WNBA 赫赫有名 ， 她是 2019 赛季的

WNBA 最佳防守球员。 而球队主帅张勇

军，更是广东篮球的老熟人了，他曾经执

教过新世纪男篮。

比赛打到第 4 节，双方的比分还是紧

紧咬住。直到最后时刻，双方还以 89 比 89

战平，进入艰难的加时赛。 而在加时赛之

中，广东女篮在防守上显出功架，加时赛

前两分钟只让对方得了 3 分，最终笑到了

最后。

“我们没有在赛前做足够的困难准

备。 ”广东女篮国手李月汝赛后复盘时说：

“我们不太了解对手， 也没有预料到她们

的手那么顺，而我们又不太准……这都需

要进一步磨合。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保利尼奥状

态火爆星光四射， 塔利斯卡打出伤愈复出

后最佳表现， 广州恒大昨晚主场 2：0 完胜

上海上港，重返中超榜首。联赛还剩最后两

轮，广州恒大距离重夺中超冠军还差 4 分。

本场比赛堪称赛季决战

本轮北京国安获胜， 积分累积到 64

分。恒大与上港的较量价值 6 分，卡纳瓦罗

赛前给球员减压，“以往打上港都是关乎生

死较量， 但是这场我们没有必须要赢的压

力，平局也能接受。”但是实际上，恒大本场

打出的气势和 13 连胜时期相似，国安的临

时反超、艾克森无法出战，让恒大拿出了哀

兵出击的血勇。

由于两队赛前积分接近， 本场比赛堪

称赛季决战， 比赛从第 1 秒开始就火药味

十足，蔡慧康、王

燊

超夹击保利尼奥，后者

遭到侵犯后倒地连滚数圈； 恒大也是态度

强硬，钟义浩铲倒胡尔克，遭到考绍伊的黄

牌警告。第 18 分钟，石柯爆铲塔利斯卡，一

度引发场面冲突。仅仅在上半场，两队就共

有 18 次犯规，其中恒大 10 次，上港 8 次。

本场两队各自付出了 5 张黄牌的代价。

从赛前准备和针对性部署来看， 恒大

本场占据上风，中前场开始加压逼迫，令上

港很难组织起有威胁进攻。 恒大对于奥斯

卡与胡尔克之间的输送线路多重拦截，令

上港杀手本场毫无作为。

上半场第 44 分钟，保利尼奥带球奔袭

30 米，给塔利斯卡送上助攻。 天体中心陷

入疯狂，塔利斯卡躺在地上捂面哭泣，宣泄

压力与委屈， 这是他伤愈复出后首次打出

令所有人都感到满意的表现。 而且主教练

卡纳瓦罗还曾因为对塔利斯卡的坚定坚

持，而让自己饱受抨击。

当然，塔利斯卡这粒进球，离不开保利

尼奥的助攻。这次进攻，从郑智后场抢断成

功开始，恒大由守转攻，保利尼奥在后场轻

巧挑球过人，随即开始带球狂奔推进 30 米

后，送出绝佳传球，塔利斯卡最后的一停一

射，则让天体陷入疯狂。

补时阶段， 塔利斯卡将自己创造的点

球打进。 恒大 2：0 战胜上港，取得了最近 6

个主场的首场胜利。

赛后， 上港主教练佩雷拉赛后表示自

己的球队并不在最佳状态， 没有踢出自己

想要的东西，恒大配得上这场胜利。“问题

并不在于

（ 艾哈迈多夫）

他一个人，在于球

队每一个人， 将吕文君和艾哈迈多夫换下

并不是他们有问题。 我也不理解球队为什

么没有踢出最佳状态。 接下来要把精力关

注到下面比赛， 我们必须为第二名的位置

奋斗。”佩雷拉在不满球员关键战的表现之

余，也暗示实际上球队已经卫冕失败。

冠军最快将在

3

天后产生

本轮过后， 恒大以 66 分重返榜首，国

安以 64 分紧随其后， 上港以 62 分暂列第

三。本赛季中超只要拿到 70 分就肯定可以

夺冠。 下一轮中超将在 11 月 27 日 19 点

35 分开战，恒大将在客场挑战河北华夏幸

福；北京国安则在客场对阵广州富力。如果

下一场恒大获胜而国安不胜， 则恒大可以

提前一轮夺冠。

而如果恒大下轮获胜的话， 上港将提

前宣告卫冕失败，如果国安也获胜的话，则

双方将在 12 月 1 日 15：00 的最后一轮决

出冠军。 届时， 恒大将在主场迎战上海申

花；国安则在主场迎战山东鲁能。

除了冠军悬念之外， 保级悬念也陆续

揭晓，本轮过后，北京人和已经提前降级。

另外一个降级名额将在天津天海与深圳佳

兆业之间产生，目前天海以 22 分暂时领先

佳兆业 2 分， 最后一支降级队也最快能在

3 天后产生。

“保塔”威力压倒上港

恒大距中超夺冠仅一步之遥

农心杯杨鼎新喜获5连胜WCBA揭幕战 广东女篮涉险过关

李月汝（左）强打篮下。

信息时报记者 冯爱军 摄

塔利斯卡庆祝进球。 本栏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陆明杰

“保塔”组合，威力仍不容小觑。

两队球员在争抢头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