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广告
责编/楼世宇 顾华达 审读/邱立波

美编/曹优静 照排/汪金莲
体育 A15

曹大元、古力、檀啸、胡耀宇……

宁波这场围棋赛星光耀眼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忻志华） 14日，城市

围棋联赛2019赛季宁波北仑主场比赛进行，宁波疏浅
队设擂迎战深圳圣源队。这是疏浅队本赛季首个主场
比赛，出场棋手光环耀眼：著名国手曹大元、杨晖夫妇
专程为现场的宁波棋迷进行大盘讲解，而参赛阵容中
包括主教练檀啸九段以及队员古力九段、胡耀宇八段
等国内顶尖棋手。

本赛季城围联常规赛阶段，宁波疏浅队参加C区
角逐，此前在柳州完成的三轮比赛取得了两场胜利。
回到主场，疏浅队早早排兵布阵，确定了古力九段、胡
耀宇八段、王亦民七段、严在明五段、杨冬四段、陈思业
余6段为出场阵容。与深圳队鏖战3个多小时之后，执
黑棋的疏浅队以3/4子的微弱优势取胜。

与明星们同场竞技的还有宁波众多棋友，他们先
参加了一场“棋迷群英会三人联棋赛”，分两组进行：区
县（市）组获得冠军的是鄞州区队，亚军象山县队，季军
余姚市队；企业组冠军是宁波鸵鸟队，亚军宁波鸵鸟二
队，季军三江码头队。大家结束自己的比赛后，一致凝
神关注疏浅队一众明星的战况，古力在赛后也通过讲解
用的大盘为棋友们点评了棋局：“这边下完我们的形势
不错，但是白棋下了这一手之后，局势渐渐变得很细，双
方差距就在一两个子……最后我们获胜还算幸运。”

与宁波疏浅队相比，深圳队的队员在名气方面要
逊色得多，然而对起局来差距可没那么悬殊。“这就是城
围联的特点，队员接力下一盘棋，和一对一下棋还是不一
样的。接力赛是比群体的智慧，这时候对个人能力的倚重
相对就不那么大了，偶然性也更大，比赛的观赏性也更强
了。”胡耀宇表示。城围联采用“接力赛”的方式对局，每个
队由多名选手相继上场，而且对上场选手身份也有要求，
比如必须有本土队员、必须有女将、必须有业余棋手等。

今年是胡耀宇第一次加盟宁波疏浅队，之前他代
表西安队参加过一届城围联。“这几年没有连续参加城
围联比赛，和我的一些职业规划有关系，也和赛事安排
有关系。”胡耀宇告诉记者，今年收到疏浅队的邀请后
马上动心了，“这是个吸引人的团队啊，有古力、檀啸等
世界冠军。另外，宁波疏浅队各方面的安排都做得特
别好，可以让队员安心投入比赛。”

胡耀宇认为，城围联这样的比赛过程和棋手讨论
过程，其实是大家的思想交流过程。“现在讲求的是合
作，同一盘棋棋手们需要统一思想。”他说，希望自己能
为团队贡献力量，和疏浅队一起登上最高领奖台。

本报讯（记者 戴斌）第十七届“战马·宁波晚报
杯”五人制足球赛成人组镇海分赛区14日结束，产生
了晋级32强总决赛的4支队伍，青少年组别的娃娃D
组则正在宏泰商业广场激战。

镇海赛区的海选赛经过两天争夺，产生了4支晋
级总决赛的球队，分别是蟹浦兴业队、兴庄俱乐部队、
戚家山队和一澍园林人队。目前成人组已有19支球
队晋级32强总决赛，剩下的鄞州赛区、江北赛区、北
仑赛区预选赛也将在近期展开。

娃娃D组31支球队正在宏泰广场角逐，今年这
里专门为本次比赛打造了崭新球场。虽然这几日雨
水较多，但是小球员们丝毫不觉得辛苦。揭幕战上首
发土豆队以71的比分大获全胜。“我们已经很多次
在大雨中比赛了，我觉得下雨也没什么。”首发土豆队
门将宋伟嘉是江北实验小学的学生，下半年即将升入
二年级。

宋伟嘉从幼儿园中班就开始练习足球，最近半年
成为守门员，他还身兼球队的队长。“其实我也很想上
去进几个球，以前我有过进球的时候。”不过这样的雨
天，他还是得尽力保证“城门不失”，“下雨了我倒没觉
得球特别滑，反正不让对方破门就好了，容易接的球
接住，不容易接的打出去。”记者问他有没有觉得很辛
苦，他回答得很干脆：“不辛苦！”那如果是大太阳下训
练是不是觉得辛苦？“和下雨天差不多吧。”他说。

首发土豆队成员以来自江北区的小学生为主，他
们多数人从幼儿园就接触足球了。“当年我儿子开始
练足球的时候，踢球的孩子没那么多，现在走进球场
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宋伟嘉的爸爸说，两年多坚持下
来，可以看到孩子的成长，“首先是体质好了很多，就算
偶尔发烧，一天也就好了。另外，孩子有了这个爱好，不
会经常惦记着看电视、玩手机。再说足球是集体项目，
每次参加比赛，孩子们都会琢磨怎么跟队友配合。”

娃娃组的比赛经常会打出高比分，第一天，邱隘
镇中心小学队以60的大比分获得胜利。该队球员
焦典也是一年级学生，他说自己班里有4名足球队成
员，“我们是学校校队的预备队，从进学校就开始练足
球了，然后有些人就被教练挑选进了球队”。每周四
五次训练，让这些孩子有了很大的进步，不久前他们
参加一项有十几个队角逐的邀请赛，最终获得了亚
军。记者问焦典：“下雨天踢球，是不是会出现球意外
滑进球门的情况？”他说：“球都是要靠踢进去的！”

少年强则足球强，当下校园足球活动空前热烈，
校外足球培训也方兴未艾。本届晚报杯足球赛，青少
年组别在没有设立分赛区的情况下，报名队伍多达
114支，见证了宁波少年足球的热度。

成人组镇海赛区晋级队产生
娃娃D组31支队伍仍在宏泰广场激战

五人制足球赛

宏泰广场娃娃组比赛场景。
记者 胡龙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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