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 +,-

.* & /0

!"

789!+:;< =>?@#'"##ABCD#7E9FGHIJK+

#12$3456

()* jk

lmnopq
rstuvw

火箭升空!在灿烂夜空中!打出第四冠的
炫目字样'北京时间%日凌晨!!&#!年斯诺克世
锦赛决赛在英国克鲁斯堡剧院结束!手感上佳
的奥沙利文在决赛中打出'杆破百! 最终以总
比分#%"##击败卡特! 时隔(年后第四次称王!
这也是奥沙利文职业生涯第!(个排名赛冠军$
随着本赛季赛程全部结束!#火箭%成了赛季内
唯一一位排名赛的#双冠王%'
本届世锦赛冷门迭爆!首轮多达一半种
子被淘汰出局!但老将奥沙利文最终却上演
了一出王者归来的大戏$ 首轮他以#&"(淘汰
刚刚夺得中国公开赛冠军的艾伯顿(接着他
连续击败威廉姆斯)罗伯逊和史蒂文斯等强
手!时隔(年再次闯入克鲁斯堡决赛$ 有趣的
是!!&&%年的决赛也在奥沙利文和卡特之间
进行!当时他以#%"%获胜$ 此次双方再度交
手!奥沙利文仍没给对手翻盘机会!前'个阶
段始终占优!其中第三阶段打完后!他将总
比分优势扩大到#)"#&! 在')局#%胜的决赛
中!这时距离最后的胜利已越来越近!最终
奥沙利文以总比分#%"##击败卡特! 第四次
问鼎克鲁斯堡$
由此!奥沙利文也将自己的名字与史蒂
文&亨德利 )$ ` a b *)史蒂夫&戴维斯)雷
尔登 )* ` a b * 和希金斯 )! ` a b * 放在了
一起! 跻身现代斯诺克世锦赛的大赢家行
列$ 更为了不起的是!奥沙利文保持了决赛
#&&*的胜率!前所未有$ 他也创造了一项纪
录"凭借'+岁)个月的高龄!以(&天之老超越
#,%)年的冠军泰勒!成为'(年来世锦赛最老
冠军! 而#,$%年雷尔登()岁夺第+冠的纪录
依然冠绝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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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队在$日进行的89/季后赛首轮
第四场比赛中以%$"%0客场战胜犹
他爵士队!从而以("&的比分横扫对
手进入第二轮$
马刺队此役延续了过去三场比赛
全民皆兵的势头! 替补阵容所得的)$
分占到了全队得分的+)5)!!所有队员
的出场时间均未超过'&分钟$
马刺队得分最多的球员是吉诺
比利!他替补出场!0分钟得到0$分$
邓肯和帕克各有00分进账$
相对于马刺队的轻松取胜!快
船队的胜利则来得颇为艰难! 通过
加时赛才以0&0",$战胜灰熊队!总
比分'"0领先$ 快船队仅需再胜一
场!就可以与马刺队会师$
双方在(%分钟之内战成%$"%$$
此后!快船队核心保罗接管了比赛!
他在加时赛中个人独得%分!成为球
队获胜的最大功臣$
保罗全场比赛得到!$分! 并送
出$次助攻!抢到,个篮板$ 格里芬得
到全场最高的'&分! 不过他在罚球
线上0$罚0&中的命中率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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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季世界台联除保留了上赛季大部分
比赛外!还增加了澳大利亚赛!巴西大师赛!世
界杯'项赛事! 部分比赛奖金也都超过了上个
赛季! 尽管赛事的增多额外增加了球手的负
担! 部分球手还对比赛过多发泄心中的不满!
但不可否认的是!不少球手的腰包比过去鼓了
不少$回顾奖金排行榜!上赛季有$人单赛季奖
金超过!&万英镑! 而本赛季增加到了#&人!而
上个赛季奖金在#&万至!&万英镑之间有$人!
本赛季则增加到了,人!其中%日夺冠的奥沙利
文以)&万英镑成为本赛季吸金王$
本赛季奥沙利文尽管缺席了将近#&项
-./斯诺克赛事! 但在火箭参加的0%项比赛
中!他取得!个排名赛冠军!超级联赛以及两站
123赛事的冠军! 最终收获(,4',万英镑奖金!
超过了去年巫师($5(万英镑奖励$ 在火箭所获
得近)&万英镑奖金中!光世锦赛上的奖金就占
据了)&*+)&,)!{|-(而在邀请赛上!罗尼本
赛季只参加了'项邀请赛+}.~,(´%&
'«,-! 收获#'5'万英镑奖金!占
据了将近#6($
排名第!是罗伯逊!本赛季墨尔本机器收
获了伦敦大师赛冠军以及两站123冠军!最终
收获')5#%万英镑$
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比排名第)! 收获
!)5)万英镑$ 丁俊晖排名第+! 收获!(5,)万英
镑!中国神童的将近!)万英镑奖励中!邀请赛
占据了)+7!其中世界杯丁俊晖收获了0&万美
元+W*,.{|-!超级联赛和冠军联赛的一
冠一亚收获)',&&英镑! 伦敦大师赛以及无锡
精英赛收获!0&&&英镑! 丁俊晖所获得的威尔
士赛冠军奖金却只有'万英镑! 可见如果不是
丁俊晖在邀请赛上有出色发挥!单赛季收入会
减少许多$
本赛季征战职业赛的中国军团中!梁文博
收获0&5'+万英镑!梁文博的奖金有超过+&*来
自世界杯夺冠奖金+*,.{|-!傅家俊仅收获
+5+$万英镑!肖国栋收获'50%万英镑!于德陆收
获!5+(万英镑! 曹宇鹏收获!5(!万英镑! 刘闯
!50$万英镑!李岩05)0万英镑!而降级的田鹏飞
和刘崧均不足0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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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贝克汉姆目前名列英国) 爱尔
兰体育圈富豪榜榜首$
当地媒体*泰晤士报+每年都会
发布一次英国)爱尔兰体育界富豪榜$
在其最新公布的!&0!年榜单上!前英
格兰队长)现效力于洛杉矶银河队的
小贝以05+亿英镑的财产名列第一$
在教练富豪方面! 曼联老帅弗
格森以'!&&万英镑排第一$
放眼整个世界体坛!'$岁的小
贝仅排在富豪榜上第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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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天的表现! 奥沙利文认为自己的态度
占了上风"#我努力保持耐心!在整个比赛过程中!我
只有一次有点失去控制!不过我很快扭转过来了$ 在
长达#$天中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这就像是一场马
拉松!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自己还能夺冠$ %
谈到本届世锦赛的成功! 不得不提及他的心理
医生史蒂夫&彼得斯!奥沙利文说"#我从不需要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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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告诉我怎么打斯诺克! 但史蒂夫让我懂得大脑是
一台机器!如果能够控制好!我就能做任何自己想做
的事情$ 他让我意识到人不可能完美!但通过努力!
我能做到更好$ %
对于退役之事! 奥沙利文表示"#有人猜测我会
退役!现在我已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不会退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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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P Q ! F # G R ,记者  
 - 省运会举重比赛将于)月0&日在海

口市体工队举重馆开赛!共有来自全省
,支代表队!!0名运动员参赛!是历届运
动会以来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
据了解!来自海口)三亚)万宁等
,支队伍将参加)月00日在海口举行
的省运会钓鱼比赛$ 跆拳道比赛于)
月0!日至0(日在海口举行$
另据悉!省运会#保利杯%网球比
赛将在)月0!日拉开比赛序幕! 有来
自全省0!支代表队$,名运动员将在
海口)万宁展开激烈地角逐$

 

N O P Q ! F # G R ,记者 
 - 为进一步激发干部职工的工作

热情!把#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
匹克精神融入到生活工作中!)月%
日! 海南省地质局第二届职工运动
会在该局职工小区灯光球场开幕!
包括该局机关和下属企事业单位在
内的0%个代表队0&&&多人次! 将参
加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拔
河)长跑等+个项目的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