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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的第%&届'(杯世界棋王
赛第二盘棋中! 中国棋手朴文1中
盘击败中国棋手孔杰! 在三番棋中
以)"*的成绩首夺世界冠军# +"岁的
朴文1也取代古力成为中国最年轻
的世界冠军#

当天的比赛在首尔市中心的
$中华汇%举行!是决胜之战三番棋
中的第二局& 在"%日首局中胜出的
朴文1在气势上占先! 卫冕冠军孔
杰则因首局告负面临背水一战& 孔

杰近来比赛输多胜少! 在首局比赛
的劫争关键时刻出现重大失误而导
致失利!卫冕之路阴云密布&

开局后!孔杰执黑先行& 双方谨
慎应战!$小时仅下&&手! 至午休封
盘时棋局总体均衡& 下午续开战局!

孔杰发力强攻!朴文1寻求稳定!前
期形势胜负难料& 但孔杰在第,%手
再起杀伐!朴文1也连下强手!并在
第%%+手将一气之差的黑方杀死!棋
局从此明朗& 孔杰虽勉强还手!至第

%-*手已不得不投子认输&

朴文1成为中国的第七位围棋
世界冠军! 并荣升中国第$*位九段
棋手& 不仅如此! 年仅++岁的朴文
1还改写中国世界冠军历史! 取代
由古力保持的中国最年轻世界冠军
纪录&

颇有意思的是! 在此前%-年的
'(杯历史上!从未有棋手卫冕成功!

即使四度夺冠的$石佛%李昌镐也没
能做到这一点&

!!"#"

+$日!德国媒体'劳其茨评论报(

曝料! 已经在科特布斯效力&年之久
的中国球员邵佳一拒绝与球队续约&

他将很有可能在本赛季结束后离开
球队&

'劳其茨评论报( 以 $继尤拉之
后!邵佳一也拒绝了科特布斯%为题
曝出了邵佳一不打算续约的消息&文
中称"$科特布斯在接下来的赛季失
去的将不仅仅是尤拉!邵佳一也将不
会在球队下赛季的名单中了& %

科特布斯主帅沃利茨透露了邵

佳一的情况"邵佳一拒绝了科特布斯
提出的续约+年薪水不变的请求& 沃
利茨说"$必须强调!事实上邵佳一在
科特布斯已经是拿到薪水最多的球
员之一了& %德媒暗示!邵佳一之所以
拒绝续约是因不满意自己的工资&

邵佳一和尤拉是沃利茨的两员
爱将!不久前沃利茨宣布与科特布斯
续约+年! 之后沃利茨就明确表示希
望邵佳一还能继续为科特布斯效力&

不过按照目前德媒的报道来看!沃利
茨的这个愿望恐怕很难实现了&

邵佳一从+**./*0赛季起为科特
布斯效力!期间他与球队一起经历了
从德甲降级& 本赛季!科特布斯在前
半段的表现非常出色!冬歇期前的最
后一场比赛过后他们距离榜首仅仅+

分& 从势头看!科特布斯手握重返德
甲的最佳机会& 不过!冬歇期后科特
布斯的表现却大失水准!.场比赛过
后! 他们一下子从距离榜首+分的大
好局势下跌到第0!升级希望渺茫&没
办法再回德甲!也可能是邵佳一不打
算续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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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的火箭名单!也许就将彻底
变样& 据23!官网记者阿莱克斯)肯内
迪在微博里透露!火箭目前积极兜售的
是.名球员!只要价码合适都可以送走!

姚明也在其中!

肯内迪列出了这.名球员的名单!

他们分别是姚明* 蔡斯+巴丁格* 康特
尼,李*泰伦斯,威廉姆斯*贾里德,杰弗
里斯和乔丹,希尔&同时!肯内迪还透露
有知情人爆料联盟中有相当多的球队
对布鲁克斯很有兴趣!可布鲁克斯有可
能还是会留在火箭队&关于火箭追逐内
内的流言!肯内迪也予以了肯定&他说"

-如果内内和掘金没有完成续约! 火箭
应该会争取得到他& %

肯内迪称-大家都在打电话!而火
箭*开拓者*骑士*小牛*公牛*山猫和勇
士这几支球队是最积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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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下课重压的安切洛蒂+$

日晨率领切尔西在客场以+"*完胜
哥本哈根!打赢了欧冠4.强淘汰赛
的首回合&阿内尔卡梅开二度成为
头号功臣.被寄予厚望的托雷斯仍
未能打破-进球荒%/

第%0分钟!现效力于哥本哈根
的切尔西旧将格伦夏尔回传 -送
礼%! 阿内尔卡得球后突入禁区斜
射破门& 尽管切尔西率先打破僵
局!但主帅安切洛蒂的脸色比寒冷
的天气还要冷!看不出丝毫喜色&

此役! 安帅依旧信任托雷斯!

为了让其首发而不惜让德罗巴坐
板凳!但这名西班牙锋将在前场时
常受到多人的-照顾%&不过托雷斯

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吸引了对方的
主要防守力量!让阿内尔卡有了更
大的活动空间& 第&1分钟!兰帕德
送出致命的助攻!法国人禁区内斜
射破门&

眼见队友连拔两寨!托雷斯急
于打破-进球荒%& 第&1分钟!马卢
达直传!托雷斯得球连晃二将后左
脚抽射!但被扑出&第0-分钟!马卢
达再送托雷斯一个单刀机会!西班
牙人仍没能破门&

安切洛蒂说"-托雷斯踢得非
常非常出色! 他总是很具威胁性&

托雷斯没得分是运气不太好!不过
他仍踢出了一场漂亮的比赛& %

!º»"

随着皇马在热尔兰球场全身
而退!穆帅的晋级计划也已经成功
地完成了一半!心里的窃喜也随着
一句 -很高兴带着一分回到西班
牙%而流露出来& 然而-狂人%得理
不饶人的习惯却一点没有变!赛后
葡萄牙人指责主裁判漏判了皇马
的一个点球&

比赛中出现了一次争议"下半
场的比赛中!5罗在禁区边缘主罚
任意球!葡萄牙人开出的任意球打
在了里昂球员古尔库夫的手臂上!

而当值主裁并没有判罚点球& 穆里
尼奥对此愤怒地说"-那是一个明
显的手球! 应该判罚给我们点球&

我不知道裁判和助理裁判他们在

做什么! 四只眼睛没有看到手球
吗0 %

穆里尼奥随后还是不依不饶
地指责裁判!-我不明白这么明显
的事情!为什么裁判看不到!我很
生气! 有些事情裁判应该做得公
正!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了主场
的好处还是福利& %敢如此直白地
怀疑裁判-受贿%!放眼世界足坛!

恐怕也只有穆里尼奥&

说完了裁判问题!穆里尼奥当
然没有忘了赞美自己几句!-我们
已经迈出了伟大的一步!要知道在
之前皇马三次作客这里!我们都输
了比赛!但是这一次我们获得了平
局!而且打进里昂一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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