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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产女，中国体坛星二代又添重量级成员

AAlliissaa，，欢欢迎迎到到来来！！
春兰杯决赛

周睿羊不敌古力

本报记者 许恺玲

在中国围棋的“一冠群”中，聚集
着目前中国所有的“90后”世界冠军。
自从2013年百灵杯夺冠之后，本报山
东景芝酒业队棋手周睿羊也成为“一
冠群”的成员。原本周睿羊有冲出“一
冠群”的良机，可惜2014年LG杯决赛，
他不敌柁嘉熹，看着对手也进入“一
冠群”之中。而这一次，小羊又错过了，
成就了对手古力一段新的传奇。

6月3日，第10届春兰杯世界职
业围棋锦标赛三番棋决赛第二局在
张家界战罢。古力2:0击败周睿羊，
职业生涯第二次捧起春兰杯。

首战周睿羊发挥不是很理想，
之后休息一天，周睿羊特意到张家
界森林公园中散步，还在网上晒出
照片，称“呼吸了新鲜空气感觉好多
了”。可惜在第二局较量中，尽管周
睿羊步步紧逼，但还是没有逆转。

古力的竞技状态在近两年来有
明显的下滑趋势，尤其是去年输掉
和李世石的十番棋后，古力受到不
小的打击。不过，在本次春兰杯上，
古力却有着极为抢眼的表现，一路
击败金庭贤、李世石、张栩、金志锡
和周睿羊最终夺冠。

如今，世界围棋逐渐呈现出低龄
化的态势。“95后”甚至“00后”的棋手
都已经登上世界大赛的舞台，而且竞
争越来越激烈。能以32岁的“高龄”从

“90后”手中拿下冠军，的确不容易，而
古力做到了，他捧回了自己职业生涯
第八座围棋世界冠军奖杯。

古力夺冠了，亚军周睿羊成为
背景，只能收获落寞。不过想想32岁
的古力，尚能做到重新站上世界之
巅，“90后”的小羊没有什么好担忧
的，只要静心砥砺，更多的世界冠军
头衔不会遥远。

本报记者 许恺玲

法网激战正酣，虽然女单
赛场没有了中国金花的身影，
但球迷们不会忘记，6月4日可
是李娜法网夺冠四周年的日
子。没有李娜的中国网坛有点
寂寞，但也许不久的将来球
迷会有新盼头。因为 6 月 3
日，李娜的“小公主”降生
啦。6月 3日早上，李娜在
微博宣布生下女儿，并晒
出“小公主”的红脚印。
半天之内这条微博被
转评5万多次，点赞超

过13万。
当天 5 :

1 9 ，李 娜
在微博

上 发

布消息，“姜山和我向可爱的
娜离子们介绍我们的Al i s a，
我们非常高兴而且爱她。”虽
然是早上，但这条微博仍然
迅速引起网友关注。杨威、刘
翔两位世界冠军好友也在微
博上送上祝福，刘翔更称李
娜的女儿为“小霸王花”。

很多网友都关注到李娜
的 爱 女 跟 纳 达 尔 同 一 天 生
日，因此也被网友戏称“女版
纳 达 尔 ”，并 奉 送 昵 称“ 娜
豆”。而A l i s a 的生日和李娜
的 法 网 夺 冠 纪 念 日 仅 差 一
天，出生时，法网恰好正在进
行，所以尽管李娜之前称不
会强迫女儿打网球，很多网
友依旧期待着李娜的“小公
主”成为未来的红土女王。而
同为金花黄金一代的晏紫也
不忘恭喜李娜，甚至开玩笑
称：“我们几个的孩子都可以
组成女团了。”雅典奥运会网
球女双冠军李婷的女儿2009
年出生，孙甜甜和晏紫也都
是生的女儿。有网友调侃说：

“都是女儿，中国女网后继有
人了，联合会杯有望了。”

目前体坛的很多星二代
名气都大有赶超父母之势，也
成为各大品牌广告的宠儿。作
为中国体坛的人气女王，李娜
的女儿一出生，自然人气不落
人后。李娜在微博上发出女儿
的小脚印之后，各大品牌借着

“小公主”的小脚印开始了营
销，各种文案层出不穷。想必，
只要妈妈李娜同意，未来Alisa
的商业价值一定不逊任何
一位星二代。 全国板球锦标赛

山东省分区赛开赛

本报讯 6月3日下午，由省小
球运动管理中心主办，济南市第三
中学承办，“星科杯”全国板球锦标
赛山东省分区赛在济南三中拉开帷
幕。比赛共有16支代表队、198名运
动员参赛，创历史之最。

2008年我省首次引进板球项
目，成为全国开展板球运动的第七
个省份。秉持“普及发展特色体育，
惠及每一个在校学生”的教育理念，
济南三中积极开发体育校本课程，
成为板球特色的体育项目学校。

组队五年，济南三中女子板球
队三次蝉联全国冠军，男子板球队
则在三年内两次取得全国亚军。其
间，有20多名三中队员入选国家青
年队，11名队员成为国青队主力，4

名队员成为国家队主力。2012年，以
三中7名队员为班底组建的中国青
年女子板球队，取得亚洲青年女子
板球锦标赛第五名，创中国队队史
最好成绩，在帮助中国队创造历史
的同时，队员也把“三中板球”推向
了国际舞台。 (宝华)

山东体育微视频

大赛将举行

本报讯 由省体育局和共青团
山东省委联合举办，体育晨报社承
办，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等单
位协办，“中国体育彩票杯”2015年
山东体育微视频大赛，即日起面向
全省征集作品。希望您用摄像机、手
机拍下精彩的运动视频，影响和带
动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

2015山东体育微视频大赛参赛作
品要求为体育题材，分剧情类、纪实
类和综合类，时长在30秒至20分钟之
间。山东省内自然人和机构均可参
加，2015山东体育微视频大赛通知和
报名表可从省体育局网站下载
(www.sdty.gov.cn)。2015山东体育微视频
大赛共设一等奖6个，二等奖12个，三
等奖18个。作品征集结束后，主办单
位将组成专家评委会进行评选，向获
奖作者颁发证书并给予奖励。

本报讯(记者 许恺玲)
2015“映美杯”全国国际

象棋甲级联赛第二站比赛,6
月4日至6日在青岛举行，新
披景芝酒业战袍的山东景芝
酒业国象队将在山东主场精
彩亮相。所以棋队也引进了
外援，希望能在本站比赛取
得佳绩。

在前不久结束的首站
比赛中，山东景芝酒业国
象队取得了三胜一负的战

绩，尤其是后面的三连胜，
积分榜杀进前四，让全队
上下信心大增。为了在本
站比赛能有更好的表现，
山东景芝队还引进了印度
尼西亚国际大师苏坎达尔
加盟。

本站比赛将进行三轮较
量，山东景芝队将派出赵骏、
温阳、刘庆南、许婳婳、苏
坎达尔五人组成的阵容征
战。而本站山东队要面对

的首个对手，就是青岛队。
这一场齐鲁德比可不容小
觑，因为青岛队本站比赛
也引进了两位实力外援，
根据抽签，鲁青双方的对阵
形势为：一台赵骏对房宇翔，
二台温阳对马中涵，三台刘
庆南对乌克兰外援伊万丘
克，四台山东队女外援对青
岛队袁晔，五台山东许婳婳
对青岛乌克兰外援乌什妮
娜。

国象联赛青岛站今日揭幕

山山东东景景芝芝队队女女外外援援亮亮相相

外外援援袭袭来来，，可可别别小小看看
本报记者 许恺玲

青岛站首场比赛，山东
和青岛将有三位外援亮相。
从外援阵容看，青岛队这一
男一女可是大名鼎鼎，男外
援伊万丘克目前国际等级分
高达2733分，曾经获得过男
子个人世界亚军；女外援乌
什妮娜为前女子世界冠军，
也是女子特级大师，在2013
年曾击败侯逸凡获得了世界
棋后的头衔。

山东队主教练兼队员
赵骏告诉记者，这一场较量

也许会是一场硬仗，“对手
外 援 实 力 很 强 ，所 以 有 的
打”。

不过山东景芝队的外援
苏坎达尔同样不可小觑，这
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美女外
援在2012、2014年均获得了
亚洲女子锦标赛个人冠军，
晋身为女子特级大师。

对山东队来说，他们一
直把引入外援作为拓展国象
市场的重要环节，从2005年
联赛创办的第一年，山东队
就引进了中国国象史的第一
名女外援，来自法国的美女

欧洲冠军斯科里普琴科，轰
动整个棋坛。之后，山东国象
队陆续引进了美国棋后科鲁
什、俄罗斯世界青年冠军维
拉、乌克兰欧洲冠军科瓦、格
鲁吉亚棋后德扎尼泽，以及
中国走出去的前世界冠军
诸宸等，男子外援则包括目
前成为美国棋王的菲律宾
籍特级大师苏伟利、亚美尼
亚特级大师阿斯里安、印度
特级大师哈利卡等，可以说，
运作山东国象队的齐鲁晚报
棋院，为全国引援最多的俱
乐部。

苏坎达尔

维拉

姜姜山山和和李李娜娜有有了了爱爱情情的的结结晶晶。。 OOssppoorrttss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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