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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了了这这00..0011秒秒，，我我们们跑跑了了几几十十年年
苏炳添百米9秒99破黄种人纪录，山东选手张国伟跳高2米38获亚军

象甲联赛第五轮

中国重汽战胜湖北

本报讯 腾讯棋牌2015全国
象棋男子甲级联赛“民富沃能杯”
第一阶段赛会制第5轮比赛在深
圳战罢。在榜首大战中，王天一13

回合击败谢靖，广西力克上海独
立领跑积分榜，生活日报群康象
棋俱乐部山东中国重汽队凭借教
练兼队员谢岿执先手刃李智屏的
胜利，迎来了开赛以来慢棋首胜，
并跃居积分榜第八位。

由于山东队刚经受两连败，
队员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赛前
十五分钟教练谢岿就带队员来到
了赛场，足以看出他对本场比赛
抽签的重视。抽签结果，谢岿坐镇
四台执先迎战李智屏，身为教练
的他深知本轮比赛的重要性，棋
队急需一场胜利提升士气。他开
局后就大占优势，果然没出几步
对方城池风雨飘摇，草率抵挡了
两步就投子认负。取胜后的谢岿
如释重负，一台李翰林后手迎战
对手主将特级大师柳大华，双方
以飞相对士角炮开局，不过实力
稍高一筹的柳特大在转入中局时
取得稍优的局面，突然李翰林进
炮欲要强攻，柳防守中走出帅五
平六，小李抓住机会退车兑子后
形成马炮双卒对双炮三兵势均力
敌的局面，双方均无力进取握手
言和。二台赵金成开先以其擅长
的起马开局，没几步就做出要拉
开架势进攻的姿态，果然一步炮
四进六塞象眼弃子强攻，对手赵
子雨不敢怠慢赶紧弃还一子缓和
局面，在红平炮准备沉底进攻后
落入下风。机敏的赵金成已知和
棋即可帮助队伍获胜，高抬贵手
与对方战和。这样山东队一胜三
和5比3战胜湖北队。

(赵勇霖)

法网郑洁女双混双均晋级，混双八强对手是詹咏然

女女双双是是搭搭档档，，混混双双却却成成了了对对手手
新华社巴黎5月30日体育

专电(记者 张寒 尚栩) 30
日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中国

“金花”郑洁先与中华台北的
詹咏然携手闯入女双16强，又
与芬兰“90后”孔蒂宁并肩鏖
战三盘、淘汰混双次轮对手，
成为7个比赛日后硕果仅存的
中国队选手。有意思的是，郑
洁混双晋级后面对的对手，将
是自己的女双搭档詹咏然。

当日与“海峡组合”几乎
同时上场的另一名中国选手
郑赛赛搭档美国选手勒普琴
科，以3：6、2：6不敌今年的澳
网冠军、赛会7号种子美国选
手马泰克和捷克选手萨法洛
娃，无缘女双第三轮。

此前，继女单正赛4名中
国选手全部“一轮游”之后，王
雅繁、梁辰、徐一幡和各自的
搭档分别在女双第二轮比赛
中败北，告别罗兰·加洛斯。

30日，一天双赛的郑洁率

先迎来的是对阵德国选手贝
克和以色列选手皮尔的女双
第二轮。作为法网11号种子，
她和詹咏然这对5年前首次牵
手的“海峡组合”首轮轻松淘
汰达布罗斯基和罗索尔思卡，
次轮依然迅速进入状态，尽管

第二盘5：1领先时被对手破
发，仍以6：2、6：3轻取对手。

今年年初的澳网赛场，临
时决定出战的郑洁和詹咏然
一起意外杀入女双决赛，但最
终不敌马泰克与萨法洛娃，获
得亚军。

相比月初罗马赛时首轮
出局的成绩，二人在罗兰·加
洛斯的状态越打越好，连原本
没抱任何想法的郑洁都开始期
待自己和搭档后面的比赛。31日
的女双八分之一决赛中，她和詹
咏然将对阵5号种子、西班牙

“红土专家”索勒与托罗。
30日傍晚进行的一场混

双第二轮比赛中，郑洁和孔蒂
宁以6：3、1：6、11：9战胜首轮爆
冷淘汰5号种子的克雷帕奇和
拉姆。郑洁赛后表示，混双这
场胜利虽然看上去比女双来
得艰难，但其实第三盘打长盘
决胜，且混双比赛男选手占主
导，她并不会因体力消耗而吃
不消。

“体力还好，但一天双赛，一
早就要来赛场，一呆就是一整
天，精神上比较辛苦。”郑洁说。

他们的四分之一决赛对
手将是詹咏然和澳大利亚选
手皮尔斯。

本报记者 刘伟

美国尤金不愧是中国田径
运动员的福地。北京时间5月31
日，苏炳添和张国伟在这里再次
复制了刘翔当年的神奇。

2012年6月，国际田联钻石
联赛尤金站，刘翔曾在超风速的
情况下，跑出了12秒87的平世界
纪录成绩。3年后，好运继续伴随
着中国田径健儿。5月31日凌晨，
中国田径名将苏炳添在男子百
米决赛中跑进10秒，最终以9秒
99的成绩获得一枚铜牌，苏炳添
也成为中国田径史上第一位跑
进10秒的选手，他也成为第一位
获此殊荣的黄种人。

早在1965年，中国短跑名宿
陈家全就曾跑出过10秒整，平当
时世界纪录的成绩。不过由于当
时还处于手动计时年代，成绩比
现在的电子计时要慢。1978年，
全国田径运动会开始采用电子
计时，在此之后，郑晨、李涛、陈
文忠、周伟、苏炳添、张培萌等一
代代中国“飞人”前赴后继，不断
刷新着男子百米的全国纪录。
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上，张培萌
凭借出色的发挥，将男子百米全
国纪录定格在了10秒整的水平，

这也是电子计时时代，中国百米
选手的最好成绩。

这次苏炳添将这一成绩再
度提高了0 .01秒，在中国体坛沉
睡了近50年的男子百米纪录，彻
底被改写，这也是首次有中国人
在男子百米正式比赛中跑进10
秒大关。

在尤金站之前，苏炳添就已
经展示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5
月10日在日本川崎进行的国际
田联黄金挑战赛上，苏炳添今年
第一次室外比赛，就跑出了10秒
10的成绩；5月20日晚上，在鸟巢
进行的国际田联挑战赛中，苏炳
添以10秒06的成绩获得了第三
名，这个成绩也平了当时他自己
的历史最好成绩。

不过要想在世锦赛的舞台
有更好的发挥，苏炳添还得加把
劲。2011年世锦赛苏炳添只跑了
4×100接力，2013年世锦赛百米
半决赛，他因为抢跑被罚出，
2015年家门口的世界锦标赛，人
们期待着苏炳添不留遗憾。

同样被期待的，还有山东小
伙子张国伟。尤金站跳高比赛当
中，张国伟将自己个人最好
成绩提高了3厘米，
最终以2米38获

得亚军。这个成绩
距离朱建华保持
31年之久的全国
纪录2米39只少1
厘米。早在2 0 1 3
年，张国伟便打破
了朱建华保持了
近17年的室内跳高
纪录。今年4月份，
张国伟以2米35的
成绩刷新了自己的
个人最好成绩，也
是中国跳高选手近
30年来在室外赛中的
最好成绩。如今的2米
38，让张国伟同前辈朱
建华的高度已经无限
接近，中国田径又一个
新星冉冉升起。

2015年8月底，北京
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北
京鸟巢揭幕，在刘翔正式
挥别田径场，一直就比较薄
弱的中国田径陷入偶像真
空之时，苏炳添和张国伟能
接过旗帜，重燃国人对于田径
的期待吗？

李李根根千千万万年年薪薪加加盟盟新新疆疆
本报讯 据北京媒体报道，

新疆男篮已经与上赛季CBA冠
军北京队球员李根达成了转会
协议，在北京队效力了三年的李
根将披上新疆队的战袍征战下
赛季的CBA联赛。

李根目前的这份合同在今
年7月份到期，凭借今年总决赛
上的出色发挥，李根受到了更多

的关注，甚至首次入选了男篮国
家队。因为合同即将到期的缘
故，李根成了抢手货，据悉新疆
为他提供了千万年薪。

上赛季CBA联赛结束后，北
京队便开始积极地展开与球员
的续约工作，在接连与马布里和
莫里斯续约成功之后，北京队的
续约重点只剩下李根一人，但时

至今日，正在国家队集训的李根
也未能与北京队达成一致，即便
是主教练闵鹿蕾通过媒体喊话
的方式，希望能够感动李根，将
他留在北京队，但最终李根更倾
向投奔新疆。

新疆队上赛季虽然引援手
笔很大，但是最终连季后赛都没
有打进，这没有挫败新疆队的信

心，反而更加坚定了夺冠的决
心。前几天，新疆队刚刚敲定李
秋平担任新赛季球队主帅，如今
又顺利拿下李根，下赛季的新疆
队依然很有竞争力。

对于李根转投新疆的消息，
北京俱乐部副总经理袁超不愿
多谈，“这事你得去问新疆，我这
里没有什么能说的。” (宗禾)

新华社悉尼5月31日体育专
电 总奖金75万美元的澳大利亚羽
毛球公开赛31日在悉尼结束，中国队
队员参与了全部5个项目的决赛，谌
龙收获男单冠军，山东选手马晋与搭
档唐渊渟拿到女双冠军。中国香港队
非种子组合李晋熙/周凯华出人意
料地捧走了混双冠军奖杯。

混双冠军的归属是本届澳大
利亚公开赛最大冷门。此前从未在
国际大赛中获得过冠军的中国香
港组合李晋熙/周凯华，本次比赛
是一路过关斩将，在决赛中以2：1

战胜4号种子中国队的刘成/包宜
鑫。这是中国香港队员3年多来拿
到的第一个羽联超级赛冠军头衔。

在男单决赛中，现世界头号球
手、中国的谌龙苦战3局以21：12、
14：21和21：18击败了本次比赛“黑
马”丹麦新锐阿克塞尔森。阿克塞
尔森在这次比赛的首轮爆出大冷
门，以2：1淘汰了卫冕冠军、两届奥
运会金牌得主林丹。

本次比赛中国队表现最出彩
的是男双，刘成/鲁恺、刘小龙/邱
子涵和柴飚/洪炜三对组合罕见地
携手跻身超级赛四强，可最后的冠
军还是被韩国名将李龙大/柳延星
夺得。半决赛淘汰柴飚/洪炜后，李
龙大/柳延星在决赛以2：0再胜新
组合刘成/鲁恺。

中国女双提前包揽了冠亚
军。在冠军争夺战中，马晋/唐渊
渟打满3局艰苦战胜队友汤金华/

田卿。
下一站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

是6月2日揭幕的印度尼西亚公开
赛，比赛的总奖金达80万美元。澳
大利亚和印尼公开赛均为里约奥
运会积分赛。

澳羽毛球公开赛

马晋获女双冠军

郑洁和詹咏然这对女双搭档，将在混双赛场站在对立面。新华社 发

苏炳添打破了黄种人
不能跑进10秒的说法，张
国伟距离全国纪录也只差
1厘米。 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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