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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玲珑轮胎队的比赛已

经结束半小时了，却还没

有见到说要来助阵的领队

刘玮，拨通了刘玮的电

话，才知道他还没来。关

键是，忙碌的刘领队竟然

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的队伍

已经夺冠，可以称得上是
6年联赛以来表现最淡定

的冠军队领导。刘玮说，

该来的就会来，这个冠军
是顺其自然的。

作为齐鲁晚报棋院总

经理的刘玮，他掌管着六

支职业棋队，所以不仅仅

要忙乎这支国象队。因为
在山东的公务繁忙，他表

示本以为这轮赛事京沪领

队会有一支队赢棋，这样
夺冠就要等到下轮了，不

然也会赶来看望队员。对

这个冠军，刘总没有太大

的惊喜：“高兴是高兴，

不过没觉得太激动，因为
我们具备了这个实力。我
想得更多的是，齐鲁晚报

长期坚持培养后备力量，

这是给我们的回报。”

谈起后备梯队的建

设，刘玮显然欣慰：“我
们一直默默地做着实力的

积累，其实除了这支冠军
队，甲级联赛其他队伍里

也有不少我们培养的队

员，比如卢尚磊、翟墨，

还有刘庆南，是其他几支

队伍的主力。我们还有乙

级队以及更年轻的梯队，

可以说如果再组一支甲级

队，我们也可以做到，足

见我们后备力量的厚度，

这点是其他队伍所无法比

拟的。”

是的，前面两个赛

季，齐鲁晚报棋院都有两

支甲级队在参赛，这只有

让别的俱乐部眼馋的份

儿。而他们的围棋队伍也

有两支在征战全国甲级联

赛，这更让人惊叹，山东

的棋类人才厚度之强，不

用多言。而这一切的繁

荣，都是靠刘玮精心运作

而来。

6年联赛京沪鲁各夺

两冠，三分天下。不过刘

玮觉得自己的队伍还是最

强的：“2006年我们在

领先情况下由于队伍年轻

痛失冠军， 2 0 0 7 年夺

冠，其实2008、2009年

我们也具备了冠军实力，

但队员有些心气不足，最

主要的是重视不够，结果

让上海取得了两连冠。虽

然这两年我们没有夺冠，

但我们棋院还是联赛的运

作者，上海夺冠比山东夺

冠对联赛发展更有帮助，

我也没有太多的遗憾。”

刘玮认为，这次夺冠

是顺其自然的结果，而且

现在这支山东队依然非常
年轻。“相比其他队伍，

我们的年龄结构更合理，

最大的卜祥志也不满25

岁，最小的侯逸凡才16

岁，我们的未来仍值得期

待！”说这话时，刘玮又

有了信心。

还不满25岁的卜祥志

可是名副其实的小伙子，

可是棋队的人都喜欢叫他

“老卜”，因为他的棋龄

长，又是队中的大哥哥，

最主要的是他还是棋队的

教练，经常要运筹帷幄，

被叫“老卜”也就不奇怪

了。

在联赛第14轮，山东

队不敌卫冕冠军上海队，

这是今年联赛的首场败

绩。“其实我们从 2008

年，都没有在联赛中战胜

过上海，上一次对阵也是

请来了外援娜娜，我们和
上海才打成平手。”卜祥
志说，队员们面对上海多

少有一点发憷。这时候就
需要他这位教练挺身而

出。在对阵深圳的比赛

前，卜祥志一直鼓励队友

放下包袱，自由发挥就
好。

很多人都问卜祥志，

队伍夺冠教练是不是起了

很大的作用。对此，卜祥
志只是淡淡地笑笑，“我

只是更多地在生活中关心

队友，下棋还是靠大家的

实力。今年联赛我们下的

都很轻松，我和别的教练

不一样，不会给他们施加

压力，因为他们知道该怎

么去处理比赛，我主要是

帮助队员减压，有问题来

找我，我觉得轻松的氛围
更能让大家发挥水平。”

正是这种心态，卜祥
志和队友们更多的像是朋

友。2007年山东首次夺

冠，仅过了三年，每一位
棋手无论是棋艺还是心态

都得到磨炼。“要夺冠还

是要靠实力也要加上运

气。”没错，今年山东的

运气就很好，用卜祥志的

话说就是“起头好，之后

也越打越有信心，而且我
们有好几场都是 3： 2险
胜。”加上今年北京和上

海两个强敌多次在弱队身

上丢分，也让山东队有机

会将他们远远甩在身后。

现在山东已经夺冠

了，卜祥志也算松了一口

气，“之后三轮联赛大家

都轻松了，可以好好准备

亚运会和年底的世锦赛，

而我们的目标还是下个赛

季，希望延续这种好成
绩。”

在山东玲珑轮胎队奇

迹般地提前三轮夺得全国

国际象棋甲级联赛冠军之

后，队中头号女将侯逸凡接

受了记者的联合采访。

2008年，因为在首届

世界智力运动会上的出众

表现，侯逸凡被评为省级劳

动模范。在颁奖仪式上侯逸

凡发出豪言：“要为山东夺

得更多的冠军！”而今，这个
16岁的女孩兑现了自己的

诺言。山东队能够夺冠，侯
逸凡可谓居功至伟。

在结束的15轮联赛比

赛中侯逸凡取得了12胜2

和1负的不俗战绩，当之无
愧是本届联赛的得分王。但

侯逸凡却并没有觉得自己

的表现有多突出，她说：“虽

然我的个人战绩在联赛里

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队

友的一同努力，这个冠军也
拿不下来。再说，我和男棋

手比起来，实力上还是有一

定的差距。”

排名国际象棋世界女

子等级分第三位的侯逸凡，

在前不久的世界奥赛中依
旧坐镇中国女队一台，在回

忆起奥赛时她说：“奥赛我

的表现一般，没输棋但和棋

太多，我觉得对俄罗斯和格

鲁吉亚那两盘棋我没有抓

住机会，那两盘我都占据了

一定的优势，要是赢下来结

果就不一样了，总起来说不

是特别好。”

11月侯逸凡将与前世

界棋王卡尔波夫进行挑战

赛，随后将代表中国队参加

广州亚运会女子个人、团体

比赛，侯逸凡表示：“亚运会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从最

近的安排上看我没有太多

的时间备战，只能以赛代
练，从比赛中吸取经验，提

高自己。”对于亚运会的目

标，侯逸凡说现在还没想，

但肯定是渴望一块金牌的。

刘玮：

冠军源于基础
本报记者 许恺玲

卜祥志：

功劳是大家的
本报记者 许恺玲

侯逸凡：

兑现诺言 期待亚运
本报记者 许恺玲

生死对决 心若止水
——— 山东玲珑轮胎队夺冠侧记

联赛的赛场杭州棋院，就
坐落在美丽的钱塘江边，透过

比赛场地的落地窗就可以望到

又宽又平的江面。不过棋手们

无暇游览钱塘江、西子湖的美

丽风景，他们心中装的只是一
方小小的棋盘。

上一轮比赛山东玲珑轮胎

队面对夺冠路上的强敌上海

队，进行了一番惨烈的厮杀，

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本来领

先8分的优势也缩小成6分，这

让每一位队员的心情多少有些

失落。

一番激战之后，卜祥志看

了看局面，此时侯逸凡和张继

林都已经结束了战斗，张继林

和棋，而侯逸凡赢了。侯逸凡

赢得这局棋给大家吃了一粒定

心丸，也让卜祥志松了口气。

他在考虑自己的这盘棋是全力

争胜还是求稳求和。

温阳面对余少腾开局有

些不利，但是中局的时候余

少腾似乎漏算了一些变化，

居然给了温阳可乘之机扭转

局势。看到温阳和赵骏逐步

略占优势，卜祥志看了看自

己的棋，还是和棋吧，因为

这时候他开始关心北京和上

海两个对手了。

当卜祥志结束他的棋局
时，上海队的比赛也已经结束

了四台，他们输掉了两局，已

经无力回天，输棋是肯定了

的。难道自己的队伍能在这一
轮夺冠？此刻卜祥志并没有多

想，而是看了看北京那边的战

况。“嗯，还很难说，现在北

京还有优势。”卜祥志告诉记

者。

紧接着温阳战胜了余少

腾，为山东锁定了胜局，此刻

只要北京队不赢，山东就将提

前夺冠。而结束棋局的温阳还

不知道现场是什么情况，记者

告诉他上海队输了，温阳一副

不可置信的表情，想了片刻，

马上跑到北京队那边看了看，

看过之后露出小小得意的神

情，“关键还在赵雪那盘。”

没错，此刻在场的所有人

都将目光转向了北京和江苏的

对决。只要北京队不赢，山东

就将提前夺冠。而北京没有结

束的棋局只有两盘了，目前是

打成了平手。就在这时，山东

的赵骏也不慌不忙结束了自己

的棋局，“唉，本来占优的，

看到我已经无关大局了，有点

丧失斗志，还是下和了。”赵

骏对自己的比赛似乎还不是很

满意，结束之后就匆匆离开了

现场。

全场都在等待，连结束了

棋局很久的侯逸凡都回到赛

场，来看对决的情况。现场的

气氛似乎凝重起来，所有的人

都围在赵雪和沈阳周围，观看

局势的变化。而赵雪也想拼一
把，结果遇到顽强抵抗，只能

以平局收场。这时候所有的人

都知道，山东队已经提前夺冠

了，尽管北京还有最后一盘棋

没下完，但这是一场必和的

棋。

5分钟之后，意外果然没有

产生，北京队平局收场。这

时，山东玲珑队的队员却没有

欢呼，显得异常平静——— 因

为，这个冠军早在大家的预料

之中。

本报记者 许恺玲

(杭州10月13日电)

新科冠军意气风发。

2007年夺冠的景象犹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