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10日 ， 第13
届 “无锡·威孚房开杯” 中国
围棋棋王争霸赛首轮比赛在中
国棋院结束 ， 芈昱廷 、 唐韦
星、 范廷钰、 檀啸等世界冠军
晋级。 卫冕冠军黄云嵩负于唐
韦星， 惨遭淘汰。

8月在CCTV杯上有亮眼
表现、 勇夺冠军的张涛， 力克
世界冠军陈耀烨。 此外， 古力
不敌连笑， 时越负于许嘉阳，
柁嘉熹负于范廷钰， 周睿羊不
敌陶欣然， 特邀参赛的常昊负
于彭立尧。 江维杰与李钦诚下
成 “四劫循环”， 加赛结果李
钦诚小胜， 江维杰出局。 曾在

2015年获得第11届威孚房开杯
冠军的等级分第一人柯洁， 本
届比赛未报名参赛。

据了解，10月10日和11日，
本届威孚房开杯进行了前两轮
（32强、16强）比赛，决出8强 ，8
强之后的比赛将于12月26至28
日在无锡进行。

本次比赛由中国围棋协
会、无锡市人民政府主办，无锡
日报报业集团、无锡市体育局、
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 无锡
市威孚房屋开发有限公司、北
京弈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无
锡弈友文化体育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 （黄葵）

■我看C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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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CBA新外援：
来头不小，作用几何？

■职工体育

2017年中关村地区运动会近
日举行， 运动会通过精彩而有趣
的竞赛项目充分展示中关村地区
全民建设和职工体育工作成果。
中关村街道办事处、 所辖社区、
医院、 企业及中科院部分单位参
加了运动会 。 其中 ， 在竞赛环
节， 当代商城代表队在6个集体
项目中获得4个第一名和1个第三
名， 并最终获得团体总分第二名
和最佳宣传信息奖。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中关村运动会
比拼趣味项目

新赛季CBA联赛下周六开
幕， 各支劲旅的军备竞赛已经
完成， 大批新外援加入到CBA
阵营， 而这些新外援来头都不
小 。 相 信 2017 -2018赛 季 的
CBA联赛竞争会非常激烈。

除了不能使用外援的八一
队，其他19支CBA球队中，只有
卫冕冠军新疆队保持了上赛季
布拉切+亚当斯的外援配置，另
外18支球队都或多或少进行了
外援的更换。 有些球队采取的
是 “用熟不用生 ”的原则 ，比如
今年大刀阔斧改革的北控队 ，
北控队可以用三外援， 他们的
三 名 外 援 都 是 CBA 的 老 熟

人———马布里、 兰多夫和阿巴
斯。 但像北控这样采取“外援内
援化”策略的球队非常少，更多
的球队还是从NBA或者欧洲引
进强援。 很多球队甚至放弃了
队中的功勋外援， 而请来更有
名气和冲击力的球员， 比如辽
宁队就把“白魔兽”兰多夫送到
了北控，而以200万美元的年薪
签下了前湖人球员巴斯。 NBA
弃将仍是CBA的 “第一供货
商”，像山西队请来了大名鼎鼎
的阿根廷中锋斯科拉， 相信看
过NBA和奥运会的球迷都对这
位阿根廷球星并不陌生。 斯科
拉这样的球员也许会在战术上

对山西队有所帮助， 更大的帮
助无疑是票房上的， 斯科拉的
号召力肯定是非常巨大。

当然， 还有一些球队并没
有选择名气大但未必实用的
NBA球员， 而是将目光锁定在
欧洲。 上赛季总决赛被横扫的
广东队， 挖来了西甲得分王杰
克逊， 深圳队聘请的是欧冠赛
场上大杀四方的朗福德。 从欧
洲请外援的球队， 也许更看重
整体。 在欧洲打球的球员， 一
般都能适应整体篮球的风 格 ，
不会像来自美国的外援那样
“独”， 可以起到串联球队的作
用 。 也许数据没有那么突出 ，
但有可能让球队的整体质量
得到提升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学习欧洲篮球才是中国篮球的
“正路”。

除 了 不 能 用 外 援 的 八 一
队， 其他大部分CBA球队还将
外援视作最大的法宝。 但外援
能够融入全队是个问题， 有的
外援数据非常光鲜， 可所在球
队战绩非常糟糕， 不少球队的
比赛经常出现进攻时一个人
打、 其他人站着看的情况。 中
国本土球员， 缺乏丁彦雨航那
样真正有爆破力的球员， 更多
的都是飘在外面的所谓投手 。
聘请外援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带
动全队， 而不是个人表演， 毕
竟篮球比赛不是 “马戏”。

近日， 海淀置业集团第七届
职工运动会在奥体中心举行。 此
次运动会共设比赛项目38个， 其
中集体项目8个， 个人项目30个，
另设有即时项目2个。 来自全集
团所属单位的13支代表队共546
名职工参加了比赛。 本届运动会
不仅增强了职工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 更加展现了置业集团职工团
结向上、 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摄影报道

松阳天空跑挑战赛13日开赛

■体育资讯

彭帅获珠海WTA超级精英赛外卡

第三届敦煌双遗马拉松收官

本报讯 由国家体育总局
登山运动管理中心、 中国登山
协会、 浙江省体育局、 丽水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7中国·
松阳国际天空跑挑战赛暨全国
积分赛”， 将于10月13日至10
月16日在松阳县举行。

松阳是国家级生态示范
区，生态覆盖率达95%，松阴溪
两岸原生态的青山秀水、 三都
乡古朴浓郁的民俗古村落。 在
这里连续四届成功举办了全国
及亚洲山地竞速挑战赛暨年度
总决赛后， 今年赛事全面升级
为国际天空跑挑战赛， 以赛事
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发展、 带动
群众健身发展， 打造属于松阳
特色的“体育+”模式。

本次国际天空跑赛事将有

来自中国、 美国、 俄罗斯、 英
国、 尼泊尔、 白俄罗斯、 哈萨
克斯坦、 尼日利亚、 肯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 波兰 、 赞比
亚、 巴基斯坦、 日本等16个国
家和地区的近200名专业运动
员参加天空跑50公里个人赛和
10公里登高赛 。 另外还有近
1500名群众参与体验跑和健身
组项目。

天空跑50公里个人赛起点
为松阳县市政广场， 终点为桐
溪村，赛道累计爬升2600米，关
门时间9小时； 登高赛约10公
里， 起点设在桐溪村， 终点为
岭上村， 赛道累计爬升950米，
关门时间3小时， 选手将在万
亩茶田等如画般的赛道中激烈
角逐。 （中新）

本报讯 珠海WTA超级精
英赛组委会10月10日宣布， 将
赛事唯一一张外卡给予中国名
将彭帅 。 这是继 2015年郑赛
赛、 2016年张帅后， 珠海站比
赛连续第3年将单打外卡授予
中国选手。 本赛季， 彭帅单双
打均表现稳定， 在南昌公开赛
收获了个人第二个单打冠军。

目前 ， 彭帅冠军积分为
1695分， 世界排名为第25位。

“参加珠海WTA超级精英
赛是我今年努力的目标之一，
能获得这张宝贵的外卡， 我非

常珍惜。 在中国球迷面前打比
赛一直是我的动力， 我也将为
此竭尽全力， 争取在珠海拿出
最好的状态。” 目前正在家门
口出战天津公开赛的彭帅， 对
于这张外卡的获得难掩兴奋。

珠海WTA超级精英赛创
立于2015年， 赛制为单打强制
赛 ，WTA年度冠军积分排名9
至19位的单打球员强制参赛，
允许赛事颁发一张单打外卡。
过去两届赛事中，包括大威、科
维托娃、 斯托瑟等球员曾先后
亮相珠海。 （中新）

本报讯 近日 ， 第三届敦
煌双遗马拉松鸣枪起跑， 共计
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名运
动员共同起跑。 最终， 来自甘
肃兰州的95年小伙邱旺东以2
小时30分21秒夺得男子桂冠，
探路者代表罗川以3小时0分31
秒战胜肯尼亚选手Kosgei Ev鄄
erline 夺得女子冠军。

2017探路者敦煌双遗马拉
松作为阳关三叠敦煌户外文化
周重要组成部分， 其参赛选手
有来自国内最极限赛事 “八百
流沙” 的完赛英雄和10月4日
敦煌雅丹魔鬼超级马拉松的完
赛选手。

据了解， 敦煌研究院作为
此次赛事的支持单位 ， 为全

马选手送上全国首次黄金周
期 间 免 预 约 游 莫 高 窟 的 至
尊礼遇。

2016年全国共计300余场
马拉松赛事， 敦煌双遗马拉松
凭借良好的口碑和赛道最自然
风光从中脱颖而出， 荣获中国
马拉松自然生态特色赛事奖。

今年敦马延续最自然生态
赛道， 从鸣沙山月牙泉起跑，
道路两旁的风景从都市高楼变
成了戈壁滩 ， 最终到达莫高
窟， 在千年 “莫高窟” 前获得
颁奖的至高荣誉。

此外， 跑者最热衷的跑步
旅行重要环节， “吃”美食之旅
也在赛道上满足了跑者口福。

（欣欣）

海淀置业职工
运动会上勇拼搏

围棋棋王争霸赛决出8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