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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赛季围甲战火点燃

鲁鲁军军斩斩冀冀首首战战大大捷捷

本报讯 4月10日，首届“菏
泽杯”龙田府邸足球邀请赛在
菏泽医专足球场落幕，山东鲁
能 泰 山 元 老 队 最 终 获 得 了 冠
军。本次比赛共有山东鲁能泰
山元老队、山东体育记者足球
联队、山东太阳金店足球俱乐
部足球队、菏泽前卫阳光队等
四支球队参加。

此次比赛是本届菏泽牡丹
文化旅游节的一项重要活动，
也是菏泽市举办的一次高规格
足球比赛，对菏泽足球事业的
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目
前，通过菏泽社会各界以及广
大足球爱好者的积极努力，菏
泽 足 球 运 动 取 得 了 可 喜 的 进
步，参与足球锻炼的人越来越
多，自发组成的足球队日益庞
大，足球运动已经成为菏泽市
广大青少年最为喜爱的运动项
目之一。通过此次赛事的举办，
进一步激发了菏泽人民对足球
的热情，营造出浓厚的足球氛
围，将促进菏泽市足球运动今
后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

山东体育记者足球联队在
赴菏泽参赛的同时，特意来到
菏泽市牡丹区西苑小学，向这
个 学 校 的 留 守 儿 童 捐 赠 了 服
装、书包、足球等文体用品，并
与学校的小球员进行了互动比
赛，这是山东体育记者足球联
队“关爱留守儿童齐鲁行”公益
活动的第九站。

本报讯（记者 许恺玲
实习生 万汶柳） 11日，备受
瞩目的2016全国围棋甲级联赛
在浙江长兴拉开战幕；12日，全
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将在深圳
点燃战火。齐鲁晚报旗下的双
冠王队伍——— 山东景芝酒业围
棋队、山东景芝酒业国象队正
式开启新赛季征程。

新赛季亮相的山东景芝酒
业队除“90后”世界冠军周睿羊、
江维杰、范廷钰三大九段继续
担当主力外，新引进了“00后”国
少队队员伊凌涛，加上之前的
小将丁世雄、陈梓健，三个小鬼
当家，征战联赛值得期待。

就在围甲激战之时，齐鲁
晚报棋院的另一支队伍山东景
芝酒业国象队昨天赶赴深圳，
出席了晚上进行的全国国际象
棋甲级联赛开幕式，12日下午，
他 们 将 在 联 赛 首 轮 中 遭 遇 强
敌——— 上届联赛亚军重庆队。

今年山东景芝国象队的阵
容变化较大，主将卜祥志强势
回归，与之前的最佳搭档赵骏、
温阳两位特级大师一起，担当
男子台次的主力。女子台次今
年全部更换新人，一位是齐鲁
棋院之前培养的世界少儿赛冠
军翟墨，另一位也是世界少儿
赛冠军获得者、去年全国智运
会的女子少年冠军楚若桐，还
有更小的希望之星颜天琪，三
个小丫扛起女子台次的重任，
是本赛季山东国象值得期待的
亮点。

作为围棋、国象界曾经的
联赛冠军，山东景芝两支棋队
已经做好准备，新赛季力争创
造佳绩，双双再攀高峰。

围棋、国象迎来新赛季

山东景芝俩队出征

“菏泽杯”足球赛

“老泰山”夺冠

新华社伦敦４月１０日体育
专电（记者 王子江） 英超本
赛季的争夺进入收官阶段，两
支最有可能夺冠的球队莱斯特
城和热刺双双获胜，其中莱斯
特以２：０击败降级区的桑德兰
队，向着冠军更进一步。热刺以
３:０大胜曼联，１５年来首次在主
场击败红魔。

此役过后，莱斯特即使输
掉剩余全部５场比赛，也锁定了
积分榜前四的位置，获得了下
赛季参加欧冠联赛的资格。莱
斯特剩余５场比赛的对手依次
是：西汉姆、斯旺西、曼联、埃弗
顿和切尔西。如果再赢得三场
胜利，不管对手发挥如何，有
１３２年历史的莱斯特都可以首
次赢得顶级联赛的冠军。

意大利老帅拉涅利赛后激

动得老泪纵横，这是他们连续
第五场胜利，如果保持连胜的
势头，５月１日他们在做客老特
拉福德时，有可能提前两轮举
起冠军奖杯。

拉涅利赛后说：“赛前，当
看到那么多老太太身穿莱斯特
的球衣前来加油时，那种感觉
太棒了。这令人激动。太棒了。
这就是足球。”他还说：“太令人
不可思议了。全队太精彩了。”

前锋瓦尔迪结束５场比赛
的进球荒，包揽了两个进球，将
本赛季在英超中的进球总数增
加到２１个，位居射手榜次席，仅
比热刺前锋凯恩少一个。本赛
季英超距赛季结束还有５轮比
赛，本来赛季初志在保级的莱
斯特居然以７２分高居榜首，目
前领先第二名热刺１０分。

黑黑马马就就要要黑黑到到底底
莱斯特向英超冠军再进一步

在拉涅利的带领下，莱斯特距离冠军越来越近。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许恺玲 实习
生 万汶柳） 4月11日，2016“金立智
能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在浙江
长兴县大唐贡茶院开赛。山东景芝酒
业队迎战河北新奥队，最终鲁军3：1大
胜河北，全取三分，与成都队一起领跑
积分榜。

首轮开战，12支围甲强队齐聚一
堂，场面颇为壮观。一转身就能看到时
越、古力、朴廷桓等一流高手各自奋
战，感官刺激十分
强烈，好似一场围
棋嘉年华。焦点战
众多，让人眼花缭
乱，其中鲁军主将
周睿羊迎战河北
外援姜东润的对
局更是引人关注。
中央电视台在当
天下午对这盘棋
进行了直播，并且
由齐鲁棋院山东
景芝酒业围棋队
的美女棋手陈盈
搭档前中国棋院
院长华以刚进行
大盘讲解。下午4
点左右，近一半的
棋手相继完成了
比赛，在四台代表
鲁军出战的围甲
新面孔伊凌涛不
敌夏晨琨，山东队
先失一城。但紧接
着，主将台上小羊
与姜东润的对局
就有了结果，最终
周睿羊中盘胜出，
为山东队赢得了
关键的一分。

这一局，周睿羊执黑先是在右边
一个大型定势，然后在左上角出动，形
成双方互提一子的转换，形势一下子
变得对黑棋非常有利。中午时分，离封
盘还有5分钟的时候，姜东润有点坐不
住了，甚至走出赛场抽了一根烟来帮
助整理思绪。下午再战，凭借着布局阶
段的优势，小羊一直很顺利，甚至没有
经过什么战斗，就将胜利收入囊中。回
头再看二人的棋谱，黑棋在左上角的
一手靠，居然是前一阵大热的人机大
战中，“阿尔法狗”对李世石的一手棋，
回味起来，十分有意思。

再看三台作战的景芝世界冠军范
廷钰执白对战谢科。二人在布局阶段
就进入乱战，封盘时，形势开始对小范
有利。只不过后来小范的一个失误让
场面顿时又混乱起来，收官阶段，二人
互不相让，落子如飞。之后两人对了一
个眼神，达成共识，结束这场对局。最
终通过数子，白棋胜四分之一子，范廷
钰为山东队又下一城。

三台的比赛刚刚结束，在一台出战
快棋的景芝大将江维杰也传来捷报，中
盘胜刘星。小江执白在前半段也是顺风
顺水，但是进入读秒之后有些慌乱，出
现错误，可惜刘星也没能挽回颓势，黑
棋在官子亏了不少，自知大势已去，刘
星投子认负。山东景芝酒业队最终用一
场痛快的大胜为联赛开了个好头。

今年联赛开局采用了赛会制，13
日的第二轮比赛继续在长兴举行，山
东队将要迎战成都队，两个目前的领
跑者捉对厮杀，肯定不缺好戏。

十十八八年年围围甲甲已已成成年年
新新赛赛季季鲁鲁军军求求超超越越

本报记者 许恺玲
实习生 万汶柳

4月11日，随着围甲首
轮比赛在浙江长兴开战，
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到2016
年进入了第十八个年头，
十八岁年华，如今的围甲
茁壮成长，正如一个风华
正茂的小伙子。

伴随着围甲的成熟，
改变也是必然发生的。上
赛季，拥有超级外援李世
石的广西队和老牌劲旅上
海队的降级引起不小的震
动，也让“围甲无弱旅”这
句话的分量更重了一些。
在经历十八年大浪淘沙之
后，山东景芝酒业队依然
屹立不倒，而且这支围甲
老牌拔过头筹，如今也是

积分榜前列的常客。面对
新赛季的风云变幻，主教
练曹大元在围甲开幕式上
喊出的口号是：“景芝酒
业，中流砥柱！”

别看景芝队的目标是
中流砥柱，但队中成员年纪
却都不大。队内的三位世界
冠军，其中周睿羊、江维杰
都是1991年生人，范廷钰
1996年生人。另外三位小将
丁世雄1998年出生，陈梓健
与今年新加入的伊凌涛都
是2000年出生，整支队伍的
平均年龄只有20岁。“虽然
我们队伍已经很年轻了，但
是还要更年轻一些。”说起
为什么看中了从没在围甲
露过面的新人伊凌涛，曹老
这样讲。

小将伊凌涛还是很有
实力的，也有冲劲。与队内

范廷钰、丁世雄等比较稳
健的棋手相比，伊凌涛的
棋风似乎更好斗一些，本
来总体风格偏向沉稳的队
伍突然加入这样一个新鲜
人，可能会产生出乎意料
的化学效应，曹老期待着
新赛季能比之前的成绩更
好。

首轮出战，伊凌涛可
能有点不太适应，又因为
立功心切，在布局阶段太
过 着 急 ，最 终 不 敌 夏 晨
琨。赛后，山东队主教练
曹大元九段帮他分析了
一下战局，这位小将非常
健谈，与曹老交流良久，
不时挠挠头表示懊恼，最
后还是放松了下来，看来
这次对局让他受益匪浅，
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下一次
的表现。

围甲首战，景芝取得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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