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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时

代中国广州队昨晚在佛山国际体育

文化演艺中心迎来北京首钢队的挑

战， 结果华裔球星林书豪拿下赛季

新高的 36 分， 率领北京队以 109：

86 笑到了最后。 广州队输在了第二

节， 他们单节被对手打了一个 9：

32。

半场独得 22 分，状态火热的林

书豪让北京队反客为主。 半场进入

更衣室时， 北京首钢以 59：30 大比

分领先于广州队。本场比赛，是广州

男篮本赛季首次在佛山国际体育文

化演艺中心进行比赛。 赛前北京首

钢用尤度替换了安德森， 本想着广

州男篮会有机可乘， 谁知道林书豪

的爆发早早就让比赛失去了悬念。

昨晚到现场观赛的球迷接近万

人， 接近半数球迷都是为林书豪加

油而来。 最终林书豪也用创下赛季

得分新高的表现回报了他们的“应

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魏必凡）

昨

日，一年一度的“棋坛奥斯卡”———

第八届“碧桂园杯”全国象棋冠军邀

请赛在广东顺德碧桂园度假村开启

为期 6 天的楚汉争霸。

“碧桂园杯”之所以被称为棋坛

奥斯卡， 除了每年参赛的棋手必须

是获得过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的

“棋王”外，还在于该赛事坚持以“弘

扬国粹、超越自我”的宗旨办赛，不

断改进、 创新赛制， 力求赛事更激

烈、更吸睛，为象棋国粹注入新的活

力。

在今年的赛事中，“碧桂园杯”

再进行改革， 从第一轮比赛开始即

采用单败淘汰制。参加本届“碧桂园

杯”的 16 位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分

别是许银川、吕钦、郑惟桐、王天一、

柳大华、徐天红、赵国荣、陶汉明、于

幼华、洪智、赵鑫鑫、蒋川、孙勇征、

谢靖、徐超、汪洋。

今年外界最为看好的夺冠热门

当属近年来等级分高居中国象棋榜

首的“外星人”王天一，此前他已在

“碧桂园杯”上三次夺魁。 谈到今年

的赛事， 王天一表示，“会朝夺冠的

方向努力，但今年赛事变为淘汰赛，

增加了很多不确定因素。 ” 而首届

“碧桂园杯”赛冠军许银川则低调了

很多，被问到本届赛事的目标，许银

川低调地表示，“没有目标， 重在参

与。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上周

末，世界一级方程式（F1）电竞中国

冠军赛华南区分站赛， 在佛山国际

体育文化演艺中心副馆展开激烈争

夺。

该项赛事 IP 独家授权和运营

管理方、 承办方为上海久事智慧体

育有限公司。最终，研究生选手袁一

帆一骑绝尘， 毫无悬念地拿下华南

区冠军，包括他在内的 20 强选手将

晋级明年 1 月 4 日~5 日的全国总

决赛。

至此，分站赛只剩最后一站，将

于 12 月 14 至 15 日在成都举行。

2020 年 1 月 4 至 5 日，F1 电竞中国

冠军赛全国总决赛则将在上海打

响。

而首届 F1 电竞中国冠军赛的

冠亚军，将代表中国于 2020 年 3 月

前往英国伦敦参加 F1 电竞全球系

列赛职业选秀（F1 ESPORTS PRO

DRAFT）， 与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

电竞车手同场竞技， 最终有望成为

真实 F1 车队签约的电竞车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白云）

昨日，

2019 年金球奖颁奖典礼在巴黎夏特

雷剧院举行，梅西赢得男子金球奖，这

是阿根廷人第 6 次赢得这一奖项。 在

2019 年， 梅西囊括世界足球先生、金

球奖两项大奖。

这是梅西时隔 4 年再度赢得金球

奖，也是职业生涯第 6 次，从而超越 5

次得奖的 C 罗，成为金球奖史上得奖

次数最多的球员。 此前， 梅西曾在

2009 年、2010 年、2011 年、2012 年和

2015 年赢得金球奖。

在 2018 年的评选中，莫德里奇赢

得金球奖，打破了 C 罗、梅西对这一

奖项的垄断，而 C 罗、梅西当时分别

排名第 2、第 5 位。 一年之后，金球奖

的竞争更加激烈，范戴克、梅西、C 罗

各有各的优势。

范戴克在过去一年里表现出色，

随利物浦赢得了欧冠冠军、英超亚军，

随荷兰拿到了欧国联亚军， 也因此被

评选为欧足联欧洲最佳球员。 C 罗随

尤文拿到了意甲冠军， 随葡萄牙国家

队赢得了欧国联冠军。

梅西随巴萨赢得了西甲冠军，随

阿根廷国家队赢得了美洲杯季军，并

且赢得了西甲、 欧冠双料金靴以及欧

洲金靴奖。在 2019 年，梅西为俱乐部、

国家队参与 63 球，打入 46 球送出 17

次助攻，场均参与 1.17 球。 尽管新赛

季一度受到了伤病的影响， 但梅西仍

然保持着出色的状态，各项赛事 14 次

出场打入 11 球送出 8 次助攻，逐渐在

竞争中压过了范戴克， 并且在三个月

前，第六次当选世界足球先生。

在颁奖典礼上， 梅西与六座金球

奖合影。 巴萨前锋表示，“我永远都不

会停下来，我想不断进步。个人奖项是

次要的，每一年，我都努力为赢得所有

冠军而做好准备。 这一切会让俱乐部

继续成长。我已经不再年轻了，时间总

是过得很快， 我退役的日子也不那么

遥远，但我还是想要继续赢下去。 ”

超越C罗，职业生涯第6次获得金球奖

不老梅西，独占鳌头

梅西赢得了西甲冠军，也是西甲最

佳射手，但他却在欧冠半决赛被利物浦

击败且巴萨与奖杯失之交臂，在美洲杯

上梅西也没能率队打进决赛。 在国家

队，梅西的局限性显而易见的，换言之，

在过去一年中的俱乐部成绩，梅西拼不

过范戴克，在国家队则拼不过 C 罗。 但

世界各地的选票，都选择了他们最容易

写下的名字，更多地看重了梅西这个名

字的传奇性和类球王属性，而非仅仅是

2019 年度他的个人表现。

西班牙《Gazzetta》 杂志记者菲利

波·马里亚·里奇写道：“根据美国《福布

斯》杂志提供的数据，梅西每个赛季的

收入是 1.27 亿美元，其中有 3500 万美

元来自不同的赞助商，而且这些赞助商

都是大品牌，有阿迪达斯、华为、佳得

乐、万事达还有百事可乐。 ”

跨国公司能够让梅西这样的人在

各国受欢迎的程度剧增，当然这也要归

功于其本人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与

此同时巴萨的赞助商是世界第一运动

品牌耐克，球员本人则是阿迪达斯的签

约球员等于是有了最大两个体育巨头

的双重加持。

简而言之，梅西对于媒体的吸引力

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在当今社会

可能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正如范迪克

在社交媒体的粉丝， 就比梅西少了 1.3

亿之多。

今年不是梅西第一次因拿到金球

奖而遭受质疑，2010 年他所遭到的反

对声音更大。其实梅西也不需要这些外

力来继续为他的职业生涯“加持”，他本

来就是与贝利、 马拉多纳、 迪·斯蒂法

诺、克鲁伊夫、普拉蒂尼、齐达内、C 罗

以及外星人罗纳尔多相提并论的最伟

大的球员。 遗憾的是，梅西的获奖有时

总会被争议所掩盖。

信息时报记者 白云

也许获奖的是“梅西”二字，而非球员本身

许银川：

没有目标，重在参与

率领北京队客场战胜广州队

林书豪造赛季得分新高

首届 F1电竞中国冠军赛

袁一帆华南赛区封王

16位全国象棋冠军

出席“棋坛奥斯卡”

梅西与六座金球奖杯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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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书豪（左）用优异表现回报了支持他的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