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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有了血性
丢了准星
山东男篮91：94浙江广厦
本报记者 刘伟

终场前44秒，赵大
鹏空位三分稳稳命中，
杭州体育馆沸腾了，这
是赵大鹏全场比赛命中
首个三分，也是唯一一
个。福布斯稍后的锦上
添花，最终为一场犬牙
交错的比赛盖棺论定，
也将山东男篮推下了失
败的悬崖。

终场前0 . 9秒，杰
特命中了本节唯一一个
进球，然而球队却已无
力回天。就在一节之前，
杰特的三分球还曾如有
神助，那一节他命中5个
三分，豪取19分，让胜利
的天平一度向山东队倾
斜，可是关键时刻，广厦
队没有给他当英雄的机
会。

第四节开始后，王
非急眼了。儒帅脱掉了
笔挺的西装，穿着白衬
衣在场边挥舞起了手
臂。他一声令下，福布斯
领命防守，对杰特使出
了必杀技贴身紧逼。事
实上早在第三节，福布

斯对杰特在自己地盘大
抢风头便很是不满。这
位喜欢在进球后做出拔
枪放入口袋手势的外
援，上来先对杰特喷起
垃圾话，接着用高大的
身躯对杰特频频骚扰，
两人缠斗在了一起。

福布斯的领防与广
厦的整体防守，很快扰
乱了杰特的进攻节奏，
第三节火烫的手感迅速
在冷却。此时如果杰特
选择助攻，山东队或许
还有赢的希望，遗憾的
是，杰特越是投不进，越
是更想投，类似赌博式
的心理，让他逐渐忘记
了全队。

“杰特的进攻有些
急躁，如果他能在进攻
端更有耐心，中投控制
得更好些，我们最后可
能就赢了。”赛后巩晓彬
直言。然而球场没有假
设，当输球已经成为定
局，他只能耐心地去总
结。

(杭州12月21日电)

弗罗曼虽败犹荣
本报记者 刘伟

“弗罗曼这场比赛
策应与篮板做得还是不
错的，进攻的主动性也
在增强。”新闻发布会
上，巩晓彬在批评全队
进攻的时候，唯独表扬
了弗罗曼。尽管又一次
六犯离场，弗罗曼却成
为山东男篮这场比赛最
有血性的人，在同福布
斯与拉莫斯的肉搏中虽
败犹荣。

从比赛第一分钟
起，弗罗曼就接过了防
守拉莫斯的重任。站在
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高
超过两米二零，肘子一
抬就架到自己脖子上的
巨无霸。这个巨无霸让
弗罗曼吃到了不少苦
头，被撞得人仰马翻是

家常便饭，然而在阿巴
斯的合力下，弗罗曼还
是将对手制约住了。整
场比赛，拉莫斯只得到
18分，防守已经算非常
出色。

“拉莫斯在我们的
防守下有些急躁，并未
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巩
晓彬赛后表示。然而掐
死了拉莫斯，山东队又
漏了福布斯，这位突破
犀利的后卫，最终让弗
罗曼犯满离场，看着对
手嚣张地冲自己怒吼，
弗罗曼只剩无奈。“关键
时刻，我们的国内球员
还得有所担当，外援被
限制住，国内球员得学
会站出来。”

(杭州12月21日电)

舟车劳顿体力难支

山东格力不敌河北

本报讯 (记者 许
恺玲) 21日，2012“弈
诚杯”中国国际象棋甲
级联赛第1 9轮比赛在
海南儋州开战，本轮比
赛山东格力队面对实
力相当的河北队，遗憾
地以2：3告负，联赛排
名依然保持在第六。

由于比赛在海南
儋州市举行，而山东格
力队的部分队员也是
刚刚从欧洲赶回国内
参加联赛，来回舟车劳
顿，所以队员们都略显
疲惫，本轮比赛也都是
尽力调整状态。面对实
力相当的河北队，山东
格力队任何一盘棋有
失都有可能影响最后
的成绩。

比赛中，山东格力
队的女将颇为引人关
注，这当然是因为棋后
诸宸的加盟。而诸宸也
在比赛中发挥正常，与
河北的翟墨和局收场。

而队中三位男队员也
都与对手弈和，所以棋
队的胜负压力就落在
了小将孙心悦的身上。
本次比赛，正在上海上
大学的孙心悦专程赶
来，而比赛结束后她还
要赶回上海参加考试，
所以学业压力也让孙
心悦的实力没有完全
发挥。加上本轮比赛孙
心悦对阵的是河北队
的外援穆克尔奇扬，对
手的等级分也比孙心
悦高出400多分，所以
实力的差距也让孙心
悦没有抵挡住对手的
攻击，遗憾告负。

最终山东格力队
遗憾地以2：3的比分输
掉本轮比赛，不过少帅
卜祥志还是对队员很
有信心，“大家刚来还
有点累，相信剩下三轮
比赛大家会发挥得更
好 ，为 棋 队 取 得 好 成
绩”。

都是煎蛋惹的祸
麦蒂身体不适，青岛遭遇11连败

本报讯(记者 胡建明) 输给新疆队，麦蒂赛
后鼓励队友们说，比赛虽然输了，但他看到了球队
赢球的希望。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以青岛队在打
新疆队的表现看，客场或许还真能拿下山西队。可
惜，人算不如天算。因为麦蒂在赛前就染上了感冒
而且还腹泻，客战山西队一役，麦蒂仅仅出场3分
多钟，得到了零分。

缺少了麦蒂这位球队主心骨，青岛队方寸大
乱，最终以107：126负于对手，遭遇了11连败。

赛前，麦蒂便深受肠胃不适的困扰，可即便
如此，他还是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不过，只打
了3分多钟，麦蒂就因无法坚持而被紧急送往医
院。零分！一次助攻，一次失误。麦蒂交出了来到
CBA联赛后的最无奈的一张考卷。麦蒂下场
后，青岛队便一溃千里。

首节比赛，山西队就取得了23分的领先优
势，眼看着山西队大比分领先青岛队，不明真相
的山西球迷在看台上呼唤起麦蒂来。现场“换麦
蒂”的口号一浪高过一浪。任凭5000多名球迷怎
么呼唤，麦蒂始终没有再登场亮相。

麦蒂身体不适，据说是煎蛋的问题。
麦蒂每天都会吃煎蛋清补充蛋白质，但21

日上午，他在吃了煎蛋清后肚子便开始不舒服，
只能缺席上午的训练。在坚持3分多钟下场
之后，麦蒂一直留在更衣室，但队医发
现麦蒂又开始发烧，就叫了车把他

本报讯 姚明又多了一
个新头衔——— 上海市体育总
会副主席。网友不禁感叹，姚
老板真的太忙了。

20日，上海市体育总会召
开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市体育总会第八届委员

会。著名篮球运动员、上海东
方男篮俱乐部投资人姚明被
选举为市体育总会副主席。体
育总会是上海市体育工作者
的群众性体育组织。

姚明在退役后，头顶上多
了多少个官方或社会头衔，恐

怕他自己也数不清楚。
姚明目前的官方身份是：

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公共外
交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体育总
会副主席。在商业界他的主要
身份是：上海男篮投资人、基
金创始人、红酒老板。

除此之外，在其他社会领
域，姚明也拥有许多头衔，值
得一提的是，尽管目前还是上
海交大在校大学生，但姚明不
久前被香港大学授予了名誉
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宗和)

姚明，你真是太忙了
当选上海市体育总会副主席，身份多种多样

本报讯 2012年12月21
日，山东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工
作汇报会议在济南珍珠泉宾
馆召开。省政府副省长王随莲
出席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还
有中共山东省委原书记、省老
体协首席顾问赵志浩，省纪委
原书记、省老体协特邀顾问谭
福德等省级老领导。

中国老体协副主席、省老
体协主席曹学成在会上表示，

近年来省老体协主动顺应社
会老龄化趋势，自觉把老年体
育事业作为一项敬老工程、德
政工程和民心工程，立足于老
年人健康、快乐、和谐、幸福，
发挥自身优势和独特社会服
务功能，积极吸引广大老年人
参与有组织的体育健身和文
化活动，激发了广大老年人体
育锻炼、愉悦身心的热情，得
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和赞誉。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老体协
名誉主席陈至立同志对我们
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随莲副省长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我省老年体育事业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了充
分肯定，对老领导付出的辛勤
努力表示感谢。同时，就进一
步做好全省老年体育工作，提
出了明确要求：希望在新的一

年里，继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
会议精神，认真总结经验，积
极创新老体协活动方式，认真
贯彻落实陈至立副委员长的
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开展适合
老年人特点、为广大老年人所
喜爱的各类体育活动，使老年
体育成为我省体育事业的一
大特色，成为经济文化强省建
设的一大亮点。

桑榆晚景 其乐融融
省老体协工作汇报会议召开 副省长王随莲出席并讲话

送往医院。
如今的青岛队，已经陷入了一种非常无奈

的尴尬境地——— 有麦蒂在场，且麦蒂表现好，球
队失败；没有麦蒂在场，或者是麦蒂表现不好，
球队还是失败……时至今日，所有人都在问，青
岛队到底是怎么了？可谁也不知道答案到底在
哪里。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都认为，麦蒂可能原
本就不应该来CBA联赛效力。但他为什么一定
要来，就连麦蒂在中国的好友姚明也不清楚。

“从他确定来到我们见面，这之前的时间非常
短，以至于我都没反应过来，我之前听到一些风
声，但不是非常了解他的想法。”

英雄难过煎蛋关。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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