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00多名女孩投身成都校园足球

成都商报讯（记者 姜山）

昨日下午两点，

“运动成都”2012- 2013成都市青少年校园

足球联赛（小学女子组）开幕仪式在金兴北

路小学隆重举行。 此次校园足球活动共有26

所学校、43支队伍，共计400多名学生参加，是

成都市学校足球活动和女足优秀足球人才培

养的充分展示。 作为中国足球发展试点城市

之一的成都， 近年来一直卓有成效地推动着

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 保证成都足球后备人

才的源源不断。

成都商报讯（记者 周玥廷）

由成都市体

育局主办的“运动成都”2013年第二届全球

通杯羽毛球公开赛今日在新华公园拉开战

幕。据主办方介绍，虽是业余羽毛球比赛，但

本届比赛所设总奖金额达到了6万元。

同以往举行的羽毛球赛不同，本次比赛分

为青年（20至28岁）、壮年（29至39岁）和成年

（40岁以上）3个年龄组，并设有男单、男双和混

双三个项目，分别在5月4日、5月5日、5月11日和

5月12日进行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四个分站

赛。分站赛前8名将进入5月18日的总决赛。

每个分站赛赛区的参赛人数为200名。

“早在报名截止日前一周，四个赛区报名就

都达到了人数上限。还有不少热心羽毛球爱

好者一直在寻求补报机会，但确实是没有参

赛名额了。”该赛事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此次比赛报名者中年龄最大的为59岁，

更有来自印度、马来西亚、越南、南非等国家

的羽毛球爱好者报名参赛。

据主办方负责人表示，将力争把这个赛

事打造成一个市场化、规模化、人性化的全

民健身品牌赛事，让更多的成都市民享受羽

毛球带来的快乐，让体育锻炼成为一种健康

的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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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翁急追八旬老翁 赛场竟在珠峰

创造登顶最年长纪录的82岁谢尔占昨日启程再战珠峰 而80岁的三浦雄一郎目前正在攀登珠峰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综合报道

成都商报天津专电（记者 盖源源）

昨天，

办了19届的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再次诞生了新

的纪录。16岁的中国球员窦泽成两轮过后以

142杆的成绩晋级2013沃尔沃中国公开赛第

二阶段的比赛， 成为沃尔沃中国公开赛历史

上最年轻的晋级选手， 同时他也是欧巡赛历

史上晋级的第六年轻的选手。 以最小年龄参

赛的12岁中国球员叶沃诚发挥不佳，两轮158

杆的成绩无缘晋级。

16岁的窦泽成和12岁的叶沃诚都是业

余青少年选手，因14岁的关天朗在奥古斯塔

大红，这次参赛的中国年轻选手备受关注，

12岁的叶沃诚更成为焦点。但因为在比赛中

有些紧张，叶沃诚一直没有找到感觉，在首

轮79杆之后， 昨天第二轮仍只打出+ 7的成

绩，无缘第二阶段的比赛。反倒是窦泽成发

挥不错，成为中国军团发挥最好的选手，首

轮他以70杆的成绩并列第11位，昨日又打出

72杆，晋级线为144杆，窦泽成以两轮总成绩

低2杆晋级。

在沃尔沃公开赛历史上，窦泽成是第

三位以业余身份通过资格赛并晋级的中

国球员。 在他之前，2007年18岁的韩仞和

2008年18岁的胡牧分别在比赛中晋级。但

16岁的窦泽成创造了沃尔沃公开赛历史

上最年轻的晋级纪录。第一次参加欧巡赛

就晋级， 窦泽成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他

透露第二阶段的目标主要是学习，“跟高

手们同组，希望能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东

西，最终的排名对我不是很重要，最重要

的是享受比赛。”

在打完沃尔沃公开赛后， 窦泽成本月10

号将去美国， 角逐职业高尔夫大满贯赛美国

公开赛的资格赛，关天朗也将参加这个比赛。

窦泽成对关天朗比较熟悉，今年1月两人还一

起参加了澳大利亚业余大师赛。不过，窦泽成

表示， 自己和关天朗走的高尔夫之路有些不

一样，他主要是以去美国上大学为主。现在除

了练球，窦泽成每天都补习英语。他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我的梦想是能进世界排名前列。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现在就在准备，争取能

够通过打A JG A（美国青少年赛）进入美国大

学，大学毕业后再转职业，然后去打美巡赛或

欧巡赛。”

游泳攀岩等列为高危体育项目

5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

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

布 《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

告》，具体项目包括游泳、高山滑雪、自

由式滑雪、单板滑雪、潜水、攀岩。

《公告》要求，各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经营单位和相关部门应按照《全民健身

条例》的规定，做好高危险性体育项目

经营的申报和管理工作。《公告》公布前

已经开展目录所列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经

营的， 经营单位应当在其经营场所醒目

位置张贴本《公告》， 对消费者进行提

示，并于《公告》公布后6个月内按照相

关规定办理许可手续。 消费者应增强自

我保护意识， 了解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

特点， 服从经营单位工作人员的劝诫和

指导。

2009年公布施行的 《全民健身条

例》规定，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相关

体育设施要符合国家标准， 具有达到规

定数量的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

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 具有相应的

安全保障制度和措施， 获得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批准后， 才能到工

商部门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由国务

院体育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调

整，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据《健康报》

曝张继科等人工资被领导冒领

张继科：我什么都不清楚

5月1日，有网友以“青岛市体育局

机关党委副书记陈勇”的名义，实名举

报现任青岛体育局副局长宫成力，说他

在2001年至2007年担任青岛市体校校

长兼优秀运动队队长期间，冒名领取包

括奥运冠军张继科等三十名优秀运动

员的工资，长达七年之久，共计金额达

四百万，同时反映宫成力拥有多处房产

的问题。

对此，5月2日青岛市体育局通过微

博作出回应： 发帖人假冒我局机关党总

支专职副书记陈勇， 而陈勇本人并未发

帖， 同时他还在今天上午向公安部门报

案，表明有人盗用他的名义发帖。而公安

机关目前已介入调查。

5月2日晚， 记者第一时间致电张继

科核实此事， 他对记者说：“不瞒你说，

从下午到现在， 我已经接了十几个电话

了，都在问我这事，我一头雾水什么也不

知道，谁在替我领工资？这是炒作吧，我

什么都不清楚没法作出回应。” 当记者

询问张继科当年在青岛体校时工资多

少，是否领过时，张继科没有给出正面回

应，只是强调：“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些事

情。”

据《半岛晨报》

昨日凌晨欧联杯半决赛次回合结

束，切尔西在主场先失一球的情况下，凭

借托雷斯、摩西和大卫·路易斯的进球以

3比1逆转，最终以总比分5比2晋级决赛。

另一场比赛， 本菲卡在主场3比1击败费

内巴切，以总比分3比2惊险晋级，他们将

与切尔西在5月15日决战阿姆斯特丹。

本菲卡与费内巴切一战显然不如另

一场比赛那么引人关注，但此役却出现了

令人揪心的一幕———在比赛进行到第56

分钟时， 就在费内巴切右后卫格克汗·格

尼尔在本方禁区内用头将本菲卡的传中

球破坏时，本菲卡左中场盖坦从其身后插

上， 抡圆的左腿直接踢中格尼尔的头部，

后者猝然倒地并当场休克，嘴角有鲜血溢

出，场面令人不忍直视。事件发生后，格尼

尔的队友科克马茨和德米雷尔极为愤怒，

冲上前推搡并怒斥肇事者盖坦。

在医疗人员对格尼尔进行了紧急处

理后， 又用救护车将他救护车送往当地

医院。不过格尼尔虽然当时的情况骇人，

但最终没有什么大碍，据《每日邮报》报

道， 土耳其的媒体赛后透露格尼尔在医

院已经能开口说话， 他当时吐血的原因

是休克时咬伤了自己的嘴唇， 另外格尼

尔被盖坦的这一脚踢掉了几颗牙齿。

成都商报记者 姜山 编译

勇士书写NBA黑马传奇

92比88， 常规赛排名西部第六的勇

士队昨日在主场拿下金块， 以4比2的总

比分晋级西部半决赛。 至此， 勇士成为

N BA历史上第一支做到首轮全部完成

“黑八”、“黑七”、“黑六”和“黑五”的

球队，在整个N BA历史上，勇士堪称最

牛的黑马球队。

整个勇士队征战季后赛的历史，简

直就是一部“逆袭史”。1991年他们作为

西部第七种子出战季后赛， 结果在首轮

以3比1淘汰了西部第二种子马刺。1989

年，勇士作为第七种子进入季后赛，他们

在首轮竟以3比0横扫了西部第二种子爵

士。1987年， 勇士作为第五种子出赛，他

们在首轮以3比2淘汰了第四种子爵士。

2007年， 他们以西部第八的身份淘汰了

常规赛冠军小牛，创造了惊人地“黑八

神话”。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整理

昨日据新华社报道，82岁的尼泊尔老人

敏·巴哈杜尔·谢尔占启程飞抵珠峰门户卢

卡拉， 志在刷新自己5年前创造的登顶珠峰

最年长纪录。 谢尔占沉寂5年后再次急切出

发，应该与80岁的日本登山名将三浦雄一郎

有关，后者目前正在攀登珠峰，目标则是打

破谢尔占保持的世界纪录。

就像102年前挪威人阿蒙森和英国人

斯科特为踏上南极点展开竞速一样，谢尔

占和三浦雄一郎两位八旬老人正在为新

的登顶珠峰最年长纪录展开一场史诗般

的交锋。

铁卫面门被踢

当场休克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欧联杯半决赛现揪心一幕

球员被踢头部

当场休克

沃尔沃中国公开赛诞生新纪录

16岁窦泽成成最小晋级者

2008年5月25日，当时76岁340天的谢尔

占将珠峰踩在脚下。虽然手握登顶珠峰最年

长的世界纪录，但真正说到登山，谢尔占并

不专业。在此之前，谢尔占仅爬上过俄罗斯

一座6000多米的山峰，直到现在，他穿登山

服和使用各种登山装备都不是特别熟练。不

过有志者事竟成，在经历了7次失败后，他最

终成功登顶珠峰，用自己的坚持扬名世界。

在谢尔占看来，攀登珠峰最危险的事情

不是来自大自然， 而是来自攀登者自己。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他说道：“如果登山

者担心意外事故的发生，或者想一些不必要

的事情，他就无法集中心力，就会很容易失

败。” 为了保持身体的强壮， 谢尔占每天锻

炼，坚持做俯卧撑、引体向上，背着50斤的沙

袋往返于一楼与四楼之间。“人们都知道怎

么样才能长寿， 但他们就是粗心， 酗酒、抽

烟、赌博等坏习惯难改。如果我们内心负面

的情绪太多，老是跟别人争吵，健康就会受

影响，寿命就会降低。所以，我们要保持内心

的平和。”

除了装备和专业性以外，缺钱也是谢尔

占遇到的一大难题。在出发之前，谢尔占就

告诉记者他自己正在四处借钱。此前有消息

称，为了支持谢尔占的探险活动，尼泊尔财

政部初步决定资助他100万尼泊尔卢比 （约

合70万人民币）。不过，尼泊尔政府发言人潘

迪昨日向新华社记者确认，“政府没有就资

助谢尔占100万卢比的事情达成任何决议，

但是政府准备帮助他。”

谢尔占再次出发，与三浦雄一郎不无关

系。2003年， 当时70岁的三浦雄一郎从尼泊

尔一侧成功登顶珠峰，成为当时最年长的登

顶者，但5年后被谢尔占打破。因此，很多人

认为这两位80多岁的老人要一决雌雄，再次

为“世界之最”而争。虽然谢尔占表示“我内

心里根本没有跟他竞争的想法，我也不担心

其他人会打破我的纪录”，但是在外界眼中，

谢尔占和三浦雄一郎已经成为对手。

2008年5月26日， 世界著名专业滑雪运

动员和探险家， 时年75岁的三浦雄一郎同

2008喜马拉雅探险队沿东南山脊路线成功

登顶珠峰，从而创造了个人70岁后两次登珠

峰的奇迹。来自日本青森县的三浦雄一郎一

直坚持低氧训练和高强度体能锻炼，以便应

对高原上严酷的条件。

多年以来，勇于探险的三浦雄一郎就有

着很高的名声。1970年，三浦雄一郎就曾从珠

峰南坳8000米处滑雪下山， 并拍摄的纪录片

《第一位滑雪下珠峰的人》，他还凭此获得了

1976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据日本《共同

社》报道，三浦2009年时因滑雪事故受重伤，

随后心律不齐复发， 两度接受心脏手术。术

后，三浦通过在双脚上绑着重物行走，长距

离骑自行车等，进行了康复训练。很多人都

认为三浦雄一郎从此会告别自己喜爱的探

险，但没想到三浦雄一郎竟然从这个磨难中

恢复过来，目前已再次踏上了珠峰征程。

82岁谢尔占 四处借钱也要捍卫荣誉

80岁三浦雄一郎 两度心脏手术后神奇复出

昨晚， 由成都传媒集团和C 3组委会联

合打造的“C 3格斗之王”世界职业搏击赛

在成都东郊记忆圆满落下帷幕。 在昨日进

行的比赛中， 最受大家关注的无疑是泰拳

比赛，其中，马库斯和伊卡翠娜因为分别代

表着各自重量级中男子与女子的最高水平

而备受关注。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伊卡翠

娜在比赛中仅仅坚持了2分18秒就被汪柯菡

K O ，而马库斯尽管赢了，但显得十分侥幸，

他在赛后表示， 这场比赛是自己打得最艰

难的一场。

世界冠军意外被KO

����伊卡翠娜昨天对阵的是中国选手汪柯

菡。赛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伊卡翠娜应该

会轻松获胜， 毕竟她是现役的泰拳世界冠

军。 但这种猜想在比赛开始仅仅2分18秒就

破灭了。比赛一开始，汪柯菡就打得十分主

动， 接连用重拳攻击对手的面部以及腹部，

伊卡翠娜似乎有些措手不及，一直处于被动

挨打的局面， 很少有反击的机会。1分50秒

时，伊卡翠娜第一次被击倒，这也让现场观

众一片惊呼。尽管伊卡翠娜在随后不断地调

整自己与对手间的距离， 但又过28秒钟后，

她再次被汪柯菡抓住破绽，倒在了一套组合

拳之下。这次倒地后，伊卡翠娜看上去被打

懵了，只见她坐在地上，用手肘支撑着摇摇

晃晃的身体， 不断地甩着脑袋。“10、9、8

……”裁判的每次读秒，都引起观众席上的

阵阵惊呼，期间伊卡翠娜也曾挣扎着依靠拳

台护栏试图重新站起来，但尝试了许多次都

没能成功，随着读秒结束，裁判宣布伊卡翠

娜被K O 。

比赛结束后， 伊卡翠娜红着眼睛回

到了休息室，“规则对她不太有利，她有很

多技术都没办法发挥出来。” 在简短的交

谈中， 成都商报记者从她的教练处了解

到， 由于本场比赛采用的是自由搏击规

则，不允许选手使用手肘，伊卡翠娜曾试

图在比赛中用手肘攻击对方，但都被裁判

立刻制止。“她很擅长肘法，平时练习得也

很多。”顺着伊卡翠娜的教练的手指，成都

商报记者发现伊卡翠娜的右手肘关节已

经出现了老茧。

选手误解赛事规则？

和伊卡翠娜遇到相同麻烦的， 还有被称

作“泰拳第一人” 的加拿大选手西蒙·马库

斯。在昨日5局的比赛中，马库斯在前两局打

得极为被动，多次被来自白俄罗斯的迪梅粹·

瓦伦击倒，从他的身上，似乎一点都看不到泰

拳世界冠军的影子。幸好在后三局的比赛中，

马库斯迅速调整好了状态， 最终以极为微弱

的点数优势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这是我遇到的最难的一场比赛， 在前两

局，我好几次都差点被他‘杀死’。”赛后，马库

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场比赛自己打得极不

舒服，“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肘法，我有很多技术

都是依靠肘法来进行攻击的，但这个比赛规则

不能用手肘进行攻击，肘部攻击是无效的。”

众所周知， 泰拳的巨大杀伤力多数来自

手肘与膝盖，所以，肘法也被众多武术爱好者

看做是泰拳的“大杀器”。这次规则直接“废

掉”这种极为刺激的技术，是否对泰拳选手

不公呢？对此，国内著名赛事推广人托尼·陈

向成都商报记者表示，“我们的比赛有三种

规则：M M A综合格斗、泰拳、自由搏击。在规

则的选取上，是考虑过选手的技术的，所以这

一方面应该不会存在问题。”托尼表示，自由

搏击规则中，确实不能使用肘法，但泰拳规则

与M M A综合格斗规则是可以的。但在昨天的

比赛中， 马库斯所进行的比赛就是使用的泰

拳规则，为何他仍然无法使用肘法呢？“他那

场比赛绝对是可以使用手肘攻击的， 应该是

他自己没能找到使用的机会吧。”

成都商报记者 沈轶

“C3格斗之王”世界职业搏击赛昨日圆满落幕

“泰拳女神”2分18秒被KO

“国际军团”征战成都草根羽球赛

C3

格斗之王另一场焦点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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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占 （左）和三浦雄一郎的一次合影 图据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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