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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北京时间 22日晚 ，
飞人博尔特发表声明宣布告别足
坛， 他表示自己很享受过去的足
球生活， 但目前自己的体育生涯
已结束了。

现年32岁的牙买加 “飞人”
博 尔 特 ， 曾 获 得 2008、 2012、
2016年奥运会男子100米、 200米
冠军， 至今仍是男子100米、 200
米世界纪录保持者， 被称为田径
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2017年， 他宣布结束自己的
田径运动生涯。 此后， 为了自己
的足球梦想， 博尔特曾于去年8

月开始在澳超中央海岸水手队试
训， 并随队参加三场热身赛。

在试训的第三场热身赛中，
博尔特曾上演梅开二度的亮眼表
现， 但遗憾的是博尔特最终没能
与中央海岸水手签下职业合同。

博尔特声明原文如下： “这
是一段很好的经历， 我真的很喜
欢处在一个团队中， 这和田径场
不同， 它很有趣。 我做了很多不
同的事情， 现在我的体育生涯已
经结束了， 现在将会进入完全不
同的事业。”

（中新）

告别足坛 博尔特结束体育生涯

女子围棋高手将对决人工智能
本报讯 1月22日上午， 中国

棋院宣布，第二届“吴清源杯”世
界女子围棋赛暨2019世界人工智
能围棋大赛，将于今年4月下旬在
福州举办，11月下旬举行半决赛
和决赛， 决赛三番棋将在福州吴
清源会馆举行。 该赛事由中国围
棋协会、中国棋院、福州市人民政
府主办，由福州市体育局、长乐区
人民政府、福州市围棋协会承办，
日本棋院和韩国棋院作为本届赛
事的协办单位。 著名棋手於之莹
被授予该赛事形象大使。

本届人工智能大赛为期4天，
其中决赛为两天， 将邀请围棋高
手现场讲解， 观赏性与互动性大
为增强。 同时， 作为人工智能比
赛的冠军队伍， 还计划与女子围
棋赛四强选手进行一比四的人机
比赛， 即四名女子棋手将同时对
冠军队伍进行比赛， 获胜方将获
得额外的奖金。 比赛的邀约工作
一经启动， 就得到海内外多家人
工智能团队的响应， 踊跃咨询报
名， 比赛规模预计不少于8家。

去年在福州举办的第一届

“吴清源杯” 世界女子围棋赛吸
引了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位
顶尖女子围棋高手， 是有史以来
围棋女子职业大赛中欧美棋手参
赛人数最多的一次， 也集聚了当
今世界女子围棋界的最强选手。
去年， 世界人工智能围棋大赛吸
引了来自5个国家的8支顶尖人工
智能团队参赛， 由柯洁九段对战
星阵围棋的人机大赛， 开启了人
类与人工智能的第三次巅峰对
决， 刷新了人工智能围棋领域的
又一新高度。 （黄葵）

亚洲杯1/4决赛 中国VS伊朗 1月25日0点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今夜亚洲杯1/4决赛打响， 中国队将迎战劲敌
伊朗队。 如果说打进8强算是完成任务的话， 那么
若是打进4强就真的可以庆祝了。 不过， 伊朗队是
横亘在中国队面前的一座 “大山”， 这座 “大山”
看上去不可逾越。

谈到亚洲足球，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日韩， 毕
竟日本和韩国有很多在欧洲五大联赛效力的明星球
员。 伊朗队没有日韩那么多知名球星， 但其实伊朗
队恰恰是目前亚洲整体实力最强的球队。 虽然在五
大联赛效力的球员没有那么多， 但伊朗队也有不少
在欧洲一线联赛踢球的球星。 像伊朗队的头号球星
阿兹蒙就效力于俄超喀山红宝石， 我们都还记得在
欧冠比赛中， 阿兹蒙 （当时在罗斯托夫踢球） 大破
拜仁的情形。 这支伊朗队继承了该队一向的传统，
首先是身体条件在亚洲首屈一指。 小组赛对越南一
役体现得非常明显， 越南队特别善于利用战术限制
对手， 本届比赛伊拉克、 约旦这样的强悍球队面对
越南时都非常吃力。 可伊朗队在打越南队时却很轻
松， 越南球员面对伊朗人就像撞到 “墙” 上一样，
伊朗队很轻松就拿下了这个在其他球队看来很难缠
的对手。

以往伊朗队给人的感觉是实力虽强， 但战术缺
少组织， 而且比较情绪化。 2004年亚洲杯， 伊朗队
甚至出现了在场上队友间互抽耳光的丑剧。 以前伊
朗队擅长打顺风球， 一旦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球队
有可能就崩盘了， 伊朗队也时常被一些看上去不起
眼的球队爆冷门。 不过在葡萄牙名帅奎罗斯到来之
后， 伊朗队的稳定性大幅提升， 奎罗斯的这支球队
很难失常———强悍+稳定=现在的伊朗队。 伊朗队
整体防守的组织可说是目前亚洲最强的， 上届世界
杯预选赛， 伊朗队就经常以1∶0这样的实惠比分击
败对手， 世界杯即便面对西班牙、 葡萄牙这样超一
流对手， 伊朗队也能表现出极强的抗击打能力， 本
届亚洲杯到现在伊朗队更是唯一一支还没有丢球的
球队。

怎么对付这样一支几乎无懈可击的伊朗队？ 对
中国队来说， 这看上去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中
国队首先要搞好防守， 要相信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中超联赛引进了不少世界级前锋， 要知道我们的后
卫是经历过胡尔克、 佩莱、 巴坎布们锤炼的， 阿兹
蒙、 贾汗巴赫什未必比前面这几个大牌球星强。 如
果能长时间顶住伊朗队的攻势， 中国队就 “有机可
乘” 了。 伊朗队势必在比赛的开局阶段大举压上，
他们可能想的是用相对较小的代价战胜中国队， 为
半决赛 （对手可能是日本） 积攒力量。 但大举压上
带来的副作用是后场空当变大， 中国队锋线的武
磊、 郜林们也不是 “白吃干饭” 的， 也有足够的能
力抓住反击机会。 虽然中国队战胜伊朗队的可能性
非常小， 但这种可能性绝对不是 “零”。

中国队胜出
并非绝无可能

新华社电 北京市去年成功
创建60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体
育特色乡镇，新建了773片专项活
动场地，正在加快形成以“15分钟
健身圈” 为基础的全民健身设施
格局， 满足群众日益增加的健身
需求。 在22日召开的北京市体育
工作会议上相关负责人介绍称。

据悉， 作为政府重要的民生
实事项目， 北京市2018年成功创
建60个全民健身示范街道和体育
特色乡镇， 强化了街道、 乡镇的
全民健身工作规范化建设与精细

化管理， 提升基层群众体育工作
水平， 有效推动了覆盖城乡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 目
前 ， 北京市在所有的街道 （乡
镇）、 行政村和有条件的社区都
建设了体育设施。

在老百姓最关注的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资源供给上， 北京市在
2017年新建509片专项活动场地
基础上 ， 2018年又新建773片专
项活动场地， 覆盖了篮球、 笼式
足球、 网球、 乒乓球、 门球、 棋
类等百姓喜爱的运动健身项目，

加快形成了以 “15分钟健身圈”，
为老百姓提供就近健身的条件。

据介绍， 北京市还通过体医
融合， 促进市民体质和健身意识
提升。 北京市体育局与市卫生健
康委签订了 《体医融合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开展医疗体检与体
质测试结合试点工作， 开展常见
慢性病防治运动指南研究及体医
融合路径研究； 在全市医疗系统
培训了200余名运动处方师， 探
索体育运动促进健康管理的新模
式和新技术。

本市将打造“15分钟健身圈”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近日，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举行迎新春扑
克牌友谊赛， 吸引了百名会员参
与。 大家欢声笑语齐聚一堂， 在
娱乐中陶冶了情操。

比赛中， 选手们经常因打出
一局精妙配合而欢呼雀跃， 赛场
气氛欢快热烈， 精彩纷呈。 结束
后， 参与比赛的企业会员代表到

陶然亭街道工会服务站扫码领取
精心准备的礼品一份。 会员们娱
乐身心之后领到暖心礼品， 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纷纷表示了对工
会的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活动得
到 了 陶 然 亭 街 道 总 工 会 辖 区
企 业 南来顺餐厅的大力支持 ，
餐 厅 组 织 部 分 顾 客 到 二 层 吃

饭 ， 将一层提供出来作为活动
场地。

陶然亭街道总工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 开展此次活动， 就是希
望让会员们在比赛愉快的气氛中
尽情地释放激情 ， 缓解工作压
力 。 愿大家都能收获节日的快
乐， 劳逸结合， 更好地投入到工
作中去。

陶然亭百余职工参与扑克友谊赛

本报讯 为了选拔高水平马
拉松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多哈世
锦赛， 日前， 中国田径协会公布
了 2019多哈世锦赛马拉松项目
的选拔方法。

2019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
赛定于9月27日至10月6日在卡塔
尔多哈举行。 3月24日，江苏徐州
举行的徐州国际马拉松赛将成为
世锦赛的马拉松选拔赛。

据悉， 本次选拔赛面向社会
公开报名， 参加选拔赛报名标准
为： 2018年中国A类马拉松比赛
或 中 国 田 径 协 会 选 派 参 加 国
际 比 赛 成 绩 达 到 男 子 2:22:00、
女子2:45:00者。 选拔方法规定 ，
本次选拔赛中男、 女成绩达标者
(含本场比赛及以前有效达标成
绩) 选拔赛前三名入选； 按选拔
赛名次录取男 、 女成绩达标者

(同上) 各1-2名为替补队员。 此
外， 根据中国田协规定， 选拔工
作结束后， 将组织入选运动员及
替补队员进行集训直至世锦赛。

集训期间， 运动员只能在八
月前参加1次马拉松比赛 (场地
内项目比赛不限 )， 否则取消世
锦赛入选和比赛资格， 并由符合
报名标准的后续名次运动员按顺
序进行补充。 （中新）

想去田径世锦赛跑马？
符合这些条件就能参与选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