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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科踹坏广告牌。。

张继科收获男乒世界杯冠军

向
“双满贯”
又进一步

世界风筝冲浪赛
下月 1 日海口开幕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李民）PKRA 世界职业风筝冲浪
巡回赛将于 11 月 1 日至 5 日在海口
上演。本届赛事将作为 2014 全球
系列巡回赛的终极赛事，将会决定
本年度的最终排名积分，产生年度
总冠军。
在过去的 10 年里，PKRA 共在
全球 84 个城市举行了巡回赛，奖金
额达到 3，
300，
000 美元。本次赛事
组委会为选手设立了高额的奖金。
此次活动是由省文体厅、省旅
游委、海口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口
市文体局、优赋思投资管理咨询（上
海）有限公司共同承办。

理智，
理智
，
巨星的必修课
——从张继科“破坏式庆祝”说起
单打没参加，队里的一些要求，外界
的质疑声，自己的压力非常大。”
时间拨回到 5 月的东京世乒赛
男团决赛，中国队以 3：1 击败德国
队，连续第七次捧起斯韦思林杯，但
张继科却在与对方头号单打奥恰洛
夫的对决中完败给对手。
近半年时间里，张继科的内心承
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哪怕两
个人角力的舞台从国际赛场转移到
了乒超联赛总决赛，当代表山东鲁能
队的张继科击败代表江苏中超电缆
队的奥恰洛夫时，依然会被贴上“复
仇之战”的标签。
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大满贯，
当时只有 24 岁的张继科做到了前无
古人，恐怕以后也很难有来者，张继
科迅速成为很多人眼中的超级巨

刘国梁：做得太过了

表示要跟张继科一起总结和检讨
对于张继科赛后疯狂庆祝，刘
国梁 27 日表示非常震惊，并严厉
批评了张继科，“继科今天的行为
让我非常震惊，作为总教练，我觉
得我是有责任的，在对队员的教育
方面做得还不够。继科是一个非常
有激情的运动员，表达的方式每次
都有一些过。但是以往没有这么过
分。所以说，今天不管他有什么样
的原因，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
行为，不管是对张继科本人还是对
全队，都应该敲响警钟。”
刘国梁代张继科道歉，并称要

省农民篮球赛
昨在琼海落幕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陈大平）昨晚，2014 年海南省农
民男子篮球赛在琼海市灯光球场圆
满落幕。来自白沙、陵水、澄迈、保
亭、万宁、东方、琼海 7 支参赛队，展
开了为期 4 天的激烈的角逐，最终，
琼海市潭门镇以 88：69 战胜陵水县
英州镇夺冠。澄迈金江镇和万宁万
城镇分别获得第三名和第四名。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
体育总会、琼海市体育管理局承办。

张继科的一声怒吼，为 2014 年
男乒世界杯做了最精彩的结尾。27
日凌晨的德国杜塞尔多夫见证了他
在通往个人第二个“大满贯”之路上
又进一步，决赛中 4：3 险胜队友马龙
后，张继科在 2011 年后再次问鼎，这
也是新材料球时代产生的首个男乒
世界大赛冠军。
马龙和张继科目前分别排名世
界第三和第四，这是两人在世界杯、
世锦赛和奥运会三大世界级赛事决
赛中首次碰面。他们在半决赛中经
历 了 截 然 不 同 的 晋 级 之 路 ：马 龙 以
4：0 完 胜 日 本 名 将 水 谷 隼 ，张 继 科
则苦战七局以 4：3 险胜东道主名将
波尔。
决赛中，马龙率先上手，多次通
过发球抢攻占据场上主动，以 11：8 先
下一局。逐渐找回状态的张继科以
11：4 和 13：11 连扳两局。双方此后
奉献出多拍精彩对攻，在前六局过后
以 3：3 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谁都没有退路的第七局中，场上
的气氛让人有些窒息。双方从 7 平一
直打到 10 平，
“藏獒”在关键时刻显示
出“大满贯”得主应有的沉稳，连下两
分锁定胜局。
获胜后的张继科霸气外露，场边
的广告牌甚至都成为他排解内心压
力的“牺牲品”。不过在冷静下来后，
张继科首先向大家表示了道歉。
据悉，张继科为他这一疯狂举动
付出了代价，赛后他遭到乒联处罚，
失去了 4 万 5 千美元的冠军奖金。

26 日，张继科与马龙上演七局
大战，精彩场面层出不穷。激烈的比
赛之余，张继科在夺冠后略带“破坏
性”的庆祝方式，也让“小伙伴们”惊
呆了：马龙的最后一球出界后，张继
科先是飞踹了自己后方的一块广告
牌，振臂欢呼后，又踢坏了另一侧的
一块广告牌。
也许有人会问，张继科已经用最
快的时间完成了世乒赛、世界杯和奥
运会的大满贯。对早已见过大场面
的他来说，为什么会如此激动？他在
东京世乒赛团体决赛中的失利，能够
提供一种解释。
颁奖仪式后，冷静下来的张继科
首先向大家表达了歉意：
“ 也是因为
太激动了，自己这口气憋得时间太长
了。无论是东京的失利，还是亚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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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张继科一起总结和检讨，
“ 你（张
继科）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代表的是
一个项目。这次在德国出现这样的
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不应该。我
们要认真总结和检讨，不管是我还
是张继科本人。作为队伍的总教
练，我代表张继科向所有观看比赛
的球迷和现场观众，以及赞助商、广
大球迷道歉，我们一定会让继科改
正这方面的毛病。
”
刘国梁最后寄语张继科，希望
通过这个事情能够走向成熟。
（程田）

星。之后张继科在巴黎世乒赛中卫
冕，更是开启了自己的第二个大满贯
征程。对他来说，
一切都是美好的。
不过在世界乒坛，任何人都无法
做到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张继科来说
同样如此。去年全运会上负于小将
樊振东，世乒赛团体决赛中输给奥恰
洛夫，仁川亚运会上又未出战单打，
张继科显然需要一个舞台来上演
“王
者归来”的戏码，世界杯无疑是最好
的机会。
从 2011 年世乒赛夺冠后撕扯球
衣，到如今飞踹广告牌，张继科在赛
场上充分彰显着霸气和血腥。这是
很多球迷喜爱他的原因，也为他赢得
了
“藏獒”
的美誉。
然而对张继科而言，
巨星不仅意味
着外界的关注，伴之而来的还有社会

责任感和正面形象。中国乒乓球队
总教练刘国梁认为，并不是说叛逆就
是一种影响力，
希望这件事情能让张继
科在人格魅力上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目前张继科距离第二个大满贯
只差一个里约奥运会冠军。还有不
到两年时间，张继科依然还有需要提
高的地方，不仅来自于新材料球的挑
战，还有心智成熟度的提高。
飞踹广告牌事件已成既定事实，
张继科为此失去了世界杯冠军奖
金。好在他用第一时间的道歉及时
挽回了形象，国际乒联也认可他承认
错误的勇气。
相比于超强的技艺，成熟的心态
或许更是一名巨星需要的东西。心
态更成熟的张继科，将会令对手更加
胆寒。
（据新华社）

网友热议
●赢的是你队友，又不是别人，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我的天啊，简直太丢脸了，如
果说谦逊和内敛是一种高尚品质，
素质和修养就是对他人观感的基本
考虑和尊重。他即使是冠军，但这
跟在马路上发酒疯踢电线杆砸汽车
的人有什么区别。
●刘国梁几年来就培养成了这
么一条疯狗，还说是什么藏獒，屁都
不是。
●当年德国一国脚在世界杯初
赛上竖了中指，马上被开除，球队初
赛就淘汰回国了。国家队员是国家
的名片。张继科这样的表现就是没
素质，脑残！

●如此得意忘形，丧失职业道
德，取消冠军奖金算是轻的，还应当
罚款道歉停赛！
●当年赢王皓的时候把衣服撕
破了，这次把广告牌踢坏了，这要是
有个球迷骂两句脏话，说不定会冲
上去打人一顿。
●继科好样的，踢广告牌没关
系，这是压抑太久的本能反应。到
2016 年奥运夺冠以后，把乒乓球桌
把它翻了都可以。我顶你！
●运动员没这种血性还真不
行 ，这 可 能 也 是 马 龙 比 较 欠 缺 的
……
●可能是“红双喜”花钱让他踢
的，这是最好广告效果。

省少年儿童
棋类比赛结束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 陈大平）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
省第八届“康芝药业希望杯”少年儿
童棋类比赛落下帷幕，象棋团体冠
军被海口市第八小学获得，国际象
棋团体冠军则由省农垦直属第二小
学夺取。
本次比赛共设象棋、围棋、国际
象棋、五子棋、国际跳棋五个大项
19 个组别，来自全省的 384 名 5 到
12 岁的小棋手参赛，为历届参赛人
数最多的一次比赛。承办单位表
示，这个比赛每年举办一次，知名度
和影响力也越来越高，参赛人数不
断增长，已成为海南少年儿童棋类
传统赛事，优秀棋手有机会代表海
南参加全国的少儿棋类比赛。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总会和省青
少年活动中心主办，省象棋协会和
海口美兰棋艺培训中心承办，海南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协办。

倡棋杯围棋赛
杨鼎新夺冠
南国都市报 10 月 27 日讯（记
者陈大平）第十一届倡棋杯中国职
业围棋锦标赛决赛昨晚在海口市香
格里拉大酒店举行颁奖典礼，杨鼎
新三段以 2∶0 战胜朴文尧九段，夺
得冠军。杨鼎新与朴文垚分别获得
45 万元、15 万元人民币的冠亚军奖
金。与此同时，第四届陈毅杯业余
围棋公开赛也在海口决战，马天放
以 2：1 逆转胡煜清，获得冠军和 12
万元的奖金。
倡棋杯中国职业围棋锦标赛由
中国围棋协会与上海市应昌期围棋
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是连续第
11 年举行该项比赛。明年倡棋杯
赛将走出国门，半决赛将在美国哈
佛大学举行，以推动围棋国际化的
进程。而且明年的倡棋杯赛将改成
公开赛，中国围棋协会的职业棋手
均可报名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