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日下午， 22岁的丁浩九段从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
手中接过鲜花和代表冠军奖金的纸板时， 表情平静。 在刚刚
结束的第27届LG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三番棋决赛中， 丁浩2∶0
战胜杨鼎新九段， 拿到个人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 也成为中
国首位 “00后” 围棋世界冠军。

“我觉得应该开心，但是又开心不起来。”他说，“如果我刚
定段的时候知道自己现在（会）拿世界冠军肯定非常高兴。 ”

2000年出生的丁浩小时候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学棋， 7
岁时去了培训班。 刚开始只想下着玩， 但后来他被自己的进
步速度推着往前走。 因为学棋， 他从大同到了太原， 又从太
原到了北京， 加入葛玉宏围棋道场， 成为 “冲段少年”。

“老师觉得我有点前途， 可以去北京试一下。 其实我家
里条件不太好， 像道场的那些学费对我们来说是很高的。 我
们就想着先拼那么几年， 然后实在不行就回去上学了。” 丁
浩回忆说。

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 丁浩曾经几度考虑放弃职业之
路。 直到定段成功、 打上乙级联赛、 有了稳定收入， 他的围
棋生涯才稳定下来。

2013年的定段赛至今让丁浩记忆犹新， 如果那次他失败
了很可能就没有今天夺冠的这一幕了。

“我印象特别深， 因为最后一盘赢了就定段， 结果我开
始就打了一个很大的 ‘勺子’， 一上来死了一块。 然后我对
手可能压力太大， 因为他赢了他就定段。 最后我就一直拼，
到最后赢了， 各种 ‘捡勺’ ……那次运气特别好， 所以感觉
也是天意。 如果那次输了的话， 我现在应该在上大学。”

在围棋之外，丁浩喜欢看书、听音乐，小时候成绩也不错。
刚学棋的时候， 他还学过吹笛子， 后来因为两者冲突选了围
棋。 他对写作也很有兴趣，经常在微博上留下自己的思考。

一路走来， 从小棋童到世界冠军， 丁浩认为自己在棋上
的天赋比较高， 然后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 算上下棋， 他每
天大约在围棋上花七八个小时时间， 他对自己的训练效率和
专注度比较满意。

“据我了解， 很多棋手总会在某一个阶段分心做一下别
的事， 我还是比较专心。”

在学棋的道路上， 丁浩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 比如山西
的韩晔、 李魁和北京的葛玉宏等对他的影响都很大， 他还感
谢了每一位给他 “复过盘” 的老师。

2021年， 丁浩在国手赛和大棋士赛等国内棋战中成功登
顶。 本次LG杯赛， 丁浩连续淘汰金志锡、 金明训和姜东润3
名韩国棋手之后挺进决赛。 在决赛中战胜队友杨鼎新夺冠之
后， 丁浩坦言自己还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比如在读秒时的精
确性。 在1日的比赛中， 全盘大部分时间领先的丁浩在后半
盘一度找了一个 “损劫”， 给了杨鼎新翻盘的机会。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这次的LG杯决赛是很长时间以来第
一次面对面进行的世界大赛冠军对决。 丁浩说， 他非常喜欢
“面棋” 的仪式感， 喜欢局后跟对手复盘讨论， 喜欢参加比
赛时去不同的地方。 如果没有这些， 只是通过网络比赛， 围
棋就变成了一份 “单纯的工作”。

中国首个“00后”围棋世界冠军横空出世。丁浩说，他对未
来的期待是“横向发展”、多拿几个世界冠军。 据新华社

那个喜欢看书、听音乐的少年
成了围棋世界冠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新华社电 记者从文化和旅
游部获悉， 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区域性整体保护， 进一步推进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近
期文化和旅游部完成了新一批的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成果验收工作。

经材料审核、 实地暗访、 专
家评审和社会公示等程序， 文化
和旅游部将通过验收的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式公布为国
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它们是：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 客
家文化 （梅州） 生态保护区、 大
理文化生态保护区、 陕北文化生

态保护区 （陕西省榆林市）、 晋
中文化生态保护区 （山西省晋中
市）。

据介绍，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为核心， 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
存续状态良好， 具有重要价值和
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
保护， 并经文化和旅游部同意设
立的特定区域。 根据 《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管理办法》， 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首次开展了国家
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
验收工作， 7个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通过验收， 正式成为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据了解， 下一步， 文化和旅

游部将进一步加强国家级文化生
态保护区建设和管理工作。 明确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责任
主体， 夯实所在地人民政府主体
责任 。 加强经费支持和绩效管
理， 指导督促建设单位加大经费
投入， 将建设经费纳入当地公共
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 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开展国家级文化生态
保护区总体规划和建设成效评估
工作， 对保护不力使文化生态遭
到破坏的将严肃处理， 并予以摘
牌。

新一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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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世界杯上， 中国裁判
马宁虽然出现在国际足联执法团
队的大名单中， 但是他最后只是
在6场比赛中当了第四官员， 从
未上场执裁，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
遗憾。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 马宁
的这个遗憾得到了一点弥补———
以他领衔的中国裁判组， 执法了
摩洛哥世界俱乐部杯的揭幕战，
2002年世界杯后， 终于又有中国
裁判亮相大赛， 而且这次是 “整
建制” 团队执裁。 这也是中国加
入国际足联后， 中国籍裁判首次
以主裁判身份执法的最高级别俱
乐部赛事。

马宁担任主裁判， 周飞和张
铖 担 任 助 理 裁 判 ， 傅 明 担 任
VAR助理 。 世俱杯揭幕战的比
赛双方是非洲冠军开罗国民对阵

大洋洲冠军奥克兰城。 两支球队
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 开罗国
民显然技高一筹， 埃及劲旅最终
以3∶0轻取了奥克兰城 。 由于比
赛呈现出一边倒的局面， 所以对
于执法裁判组来说， 大部分时间
的执法难度并不是很大。 比赛进
行得非常顺畅， 看得出马宁的体
能状态很不错， 该跟上的球都能
跟上。 马宁在比赛中也很好地掌
握了有利原则， 保证了比赛的流
畅度不受打扰。

比赛当中对中国裁判组唯一
的 “难题” 发生在最后时刻， 伤
停补时阶段开罗国民队球员突到
奥克兰城禁区前沿， 奥克兰城的
一名防守球员铲倒了开罗国民的
进攻球员。 马宁在第一时间判罚
了点球， 埃及球员已经抱着球走

到点球点了。 但此时马宁得到了
VAR裁判组的提示 ， 改判这个
球为禁区外的任意球， 并且将奥
克兰城后卫红牌罚出场。 国际足
联在本届世俱杯试用了一个新规
则 ， 就是主裁判在和VAR助理
裁判沟通后改判， 需要向全场观
众解释为什么这么做。 马宁成为
“兑现” 这一新规则的首位裁判
员， 也算是创造了足球裁判的一
个历史 。 马宁的英语说得很清
晰， 解释了判罚理由后， 当他把
红牌亮出时， 奥克兰城球员没有
任何争议。

执法世界大赛的揭幕战， 对
裁判来说压力很大， 中国裁判组
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相信接
下来的比赛 ， 他们还会得到机
会。

马宁创造中国裁判执法历史

新华社电 1日， 在巴林举行
的第33届亚足联代表大会正式确
定2027年亚洲杯足球赛将在沙特
阿拉伯举办。

据了解， 随着其他国家退出
申办， 沙特最终成为2027年亚洲
杯唯一申办国。

沙特体育部长阿卜杜勒·费
萨尔表示： “被选为2027年亚足
联亚洲杯东道主对于沙特阿拉伯
足球来说， 是一个历史性的激动
人心的时刻。”

“我们相信亚洲足球最好的

日子还没有到来， 我们将这届赛
事视为一个展示所有精彩之处的
机会。 我们在举办大型体育和娱
乐 活 动 方 面 的 经 验 意 味 着 我
们 已 经做好准备 ， 准备好热情
欢迎来自亚洲和世界各地的球
迷。”

这将是亚洲杯首次在沙特举
办 。 沙特国家队曾在 1984年 、
1988年和1996年三次夺得亚洲杯
冠军。

新华社电 中国国家男子篮
球队1日在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
管理中心基地开启新一期集训，
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大区预
选赛第六窗口期比赛。

本次集训是主教练乔尔杰
维奇上任后的第一期集训， 球员
们表达了对本次集训的期望。

在上一个窗口期因伤不能出
战的周琦此次健康回归。 “每次能
入选国家队都是对自己的一种肯

定， 对于球员来讲这是最大的开
心。 ”谈到与新任主教练即将开始
的合作，周琦希望能尽快产生“化
学反应”。

在世预赛窗口期集训保持
“全勤” 的王哲林表示，2016年里
约 奥 运 会 中 国 队 和 塞 尔 维 亚
队被分在同一小组， 时任塞尔维
亚队主帅乔尔杰维奇给他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 这一次能在中国
男篮与“乔帅”合作，王哲林表示

会积极配合主教练。 “首先作为队
员来说肯定是全力以赴积极配合
教练，希望自己能做到最好，让教
练满意。 ”王哲林说。

“我觉得要直面自己的弱点，
既然是自己的不足， 就要通过这
种宝贵的训练机会来弥补不足。”
对于刚满20岁的小将曾凡博来
说，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壮、在
对抗中更有侵略性是一个很重要
的课题。

中国男篮在沪备战世预赛

2027年亚洲杯足球赛
将在沙特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