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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特的足球梦只是商业秀？

十天前磕磕绊绊地踢完足球首秀

后， 博尔特就再也没了消息。 直到上周

末， “闪电” 在澳超联赛的东家中央海

岸水手， 才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条看

似无关紧要、 又很微妙的新闻———为了

参与商业活动， 牙买加传奇巨星将暂别

绿茵场一周 。 在博尔特与俱乐部签约

时， 双方就已对这趟行程达成了共识，

其中并不涉及职业道德的疑问， 反倒容

易引发另一层面的困惑： 在初出茅庐的

足坛新人与极具商业价值的田径传奇之

间， 哪个才是博尔特的首要身份。

从屡被质疑时执着的语气来看， 牙

买加人似乎更倾向于前者。 他要闯荡的

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 在那里， 博

尔特不再拥有舍我其谁的话语权， 但也

并非一无所有。 正式加盟中央海岸水手

前， 博尔特曾在短短半年内有过三次声

势浩大的试训。 第一次的落脚点位于南

非， 对象是两年前问鼎非洲冠军联赛的

马姆罗迪日落队， 紧随其后的则是德甲

豪门多特蒙德， 以及名不见经传的挪威

球队斯特罗姆加斯特。 与多特蒙德的短

暂接触中， 因为公开训练时作秀气息过

浓， 博尔特曾深陷德国媒体的 “围剿”。

外界质疑的理由斩钉截铁得令 “闪电”

都无法反驳———所有与博尔特短暂接洽

的球队均由彪马赞助， 而牙买加人正是

德国运动品牌旗下的头牌明星。 无论初

衷如何 ， 都无碍这成为一场双赢的合

作。 彪马一方面利用现有资源为博尔特

的绿茵梦铺路 ， 另一方面则通过 “闪

电” 的号召力与话题性， 实现最大程度

的品牌曝光。

这一传统在中央海岸水手俱乐部身

上终结。 至少目前， 这支仅有三位非澳

大利亚籍球员的俱乐部， 尚未与彪马进

行过任何深入的商业合作， 而澳洲也向

来不是德国品牌的目标市场， 签约选手

中甚至没有一位来自该国。 对于博尔特

而言， 这是关乎其足球生涯能否展开的

最关键尝试。 这是博尔特第一次离开了

资本的直接庇护， 去追逐职业足球梦。

鉴于田径运动有限的商业影响力，

博尔特从未成为公认的最具价值运动

员， 但在这世上无论谁转战绿茵场， 话

题性都无法与 “闪电” 比拟。 “如果让

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去踢前锋， 会怎么

样？” 这个曾被千万球迷反复讨论的假

设， 如今成了现实。 而揭晓的答案， 足

以让世界对足球运动员产生更多敬意。

坦白而言， 博尔特的首秀含金量实在堪

忧。 在这场不限换人次数的友谊赛中，

“闪电” 的对手 “中央海岸优选队” 其

实只是一支由许多业余选手临时组建的

球队。在被六次洞穿球门后，为这支临时

队打进唯一进球的蒂姆·奈特，曾是中央

海岸水手队的体能训练师。 第 71 分钟，

比赛已成定局，牙买加传奇替补登场，他

展现出了凌驾于他人的爆发力， 但优势

也仅限于此。 青少年时代从未接受过系

统足球教育的博尔特， 既不懂得如何与

矮小的防守球员争顶， 也无法接住队友

的直塞， 在场上始终显得格格不入。

习惯了欢呼声的博尔特赛后依然收

到了许多恭维的赞美， 但正如中央海岸

水手队主教练迈克·马尔维中肯的评价，

“现在他的表现还远远不够， 需要很长

时间的训练。”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在

被问及博尔特是否已锁定了球队名额

时， 俱乐部首席执行官肖恩·米尔坎普

摇头否认 。 而据 《悉尼先驱晨报 》 消

息， 中央海岸水手确实倾向于留下 “闪

电”。 至于理由， 不言而喻。

即便对手只是临时拼凑的鱼腩， 博

尔特的首秀依然吸引了逾万名球迷的现

场助威。 过去数周， 水手俱乐部负责商

业开发事宜的官员， 每天都要接到数不

清的来电洽谈合作， 而负责媒体及对外

联络事务的官员则发现， 球队的旗帜、

球衣在公共场合出现的频率要远胜以

往。 就连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的米尔坎普

亦毫不避讳地表示， 博尔特的加盟与俱

乐部的理念不谋而合。 “我们始终致力

于打造一个富有娱乐性、 创新型的体育

品牌，” 在米尔坎普的畅想中， 博尔特

能在许多方面提升中央海岸水手的竞争

力， 却唯独没有提及足球。

毫无疑问， 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青

睐 ， 博尔特的职业足球梦恐怕早已破

灭。 不必苛责商人现实， 类似的故事早

已有之 。 NBA 公牛王朝第一次三连冠

后， 迈克尔·乔丹之所以能直接转战职

棒赛场， 也仅仅是因为芝加哥公牛老板

杰里·雷斯多夫同时还在职棒大联盟

（MLB）拥有芝加哥白袜。当然，即便自小

就有长期棒球训练的经历，“飞人” 的职

棒生涯依然是一场惨痛的失败。 而再三

宣称要以行动平息质疑的博尔特， 在足

球场上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跑。

亚足联技术总监忧虑土帅机会少

首届中国足协高端教练峰会在沪举行，

46名中国教练充电提高

高洪波、吴金贵、李霄鹏、孙继海……

46 名优秀本土足球教练上周齐聚上海，

参加由中国足协主办、 上海足协承办的

高端教练员峰会， 而为他们传经送宝的

是亚足联技术总监、 曾率领苏格兰队参

加 1990 年世界杯的著名教练安迪·罗森

博格。

“你们认为， 职业教练成功的标准

是什么？” 授课一开始， 罗森博格便向

在座的土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赢得比

赛的胜利，获得同行的认可！ ”孙继海如

此回答， 而另一名资深教练李春满的答

案更直接，“尽最大的努力， 推动足球的

发展。 ”听到大家的发言，罗森博格笑着

说，“你们说的都没错， 想要成为一名成

功的职业教练，带队成绩、培养队员都很

重要，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能在

职业足坛尽可能久地生存。 你可以经历

失败， 但也一定要有信心卷土重来， 而

且当你归来时应该变得更强大。”

罗森博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职业足球正处于飞速发展中， 有很

多高水平外援加盟， 联赛水平也日渐提

高， 但令他有些担忧的是， 中国本土教

练在顶级联赛中的生存状态不容乐观，

“中国职业足球发展的时间还很短， 教

练们需要时间完成历练， 但我也希望能

有更多的中国俱乐部给本土教练更多信

任， 帮助他们更快地成长。 我非常愿意

通过这样的交流来帮助中国的教练员，

帮助他们紧跟世界足球发展的最前沿。”

作为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技术委员会

成员， 罗森博格在演讲时着重谈到了刚

刚过去的世界杯， 并向大家展示了一系

列最新的研究资料。

绿地申花队主帅吴金贵在峰会结束

后表示， 这样的交流很有必要， “通过

这次交流大家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比如

罗森博格带来的 2018 年世界杯技术委

员会的官方分析资料就非常珍贵。” 上

海市足协主席朱广沪表示， 亚足联精英

俱乐部教练员论坛已连续三届在沪举

行， 中国足协决定将这次高端教练员峰

会也放在这里举行， 是对上海足球发展

的又一次肯定， “经过这次峰会， 我们

本土教练员受益匪浅， 希望类似的活动

能够形成长效机制， 每年都有这么一次

在上海举行的高端教练员峰会。”

男女网坛90后冰火两重天
随着德约科维奇打出最后一拍，

他如释重负地瘫倒在阿瑟·阿什球场，

这是他的第 14 座大满贯奖杯。与去年

一样，2018 年四大满贯的冠军又一次

被“熟面孔”拿走———费德勒、纳达尔

先后获得澳网、法网冠军，小德则在温

网与美网折桂，这与 10 年前的格局并

无差异。反观稍早结束的女单赛场，则

是再度产生了一位新人冠军。

新老更替是不变的规律，网坛 80

后选手逐渐步入而立之年， 更年轻的

90 后选手是否做好了接班准备？

男网尴尬，“零蛋”延续

早在 2012 年，就有大型体育网站

开出投票，让人们预测 90 后男子网球

选手何时能夺得大满贯冠军。 在由费

纳德穆“四巨头”统治网坛的当时，这

样的投票预测可谓相当超前。 但人们

没有想到的是，时至今日，年纪最大的

90 后选手已 28 周岁， 却依然没有一

位 90 后选手能在大满贯决赛中称雄。

翻看 ATP 排名，前 20 中有 11 名

90 后球员， 第 5 位的亚历山大·兹维

列夫排名最高。仅就这份榜单而言，90

后尚算合格，但若论大满贯成绩，则只

能用惨淡形容 。 拉奥尼奇与蒂姆在

2016 年温网、2018 年法网的亚军，已

是 90 后球员的最佳战绩。而刚刚结束

的美网，蒂姆是八强中的 90 后独苗。

年纪稍大的 90 后迪米特洛夫与

拉奥尼奇，曾携手打入 2014 年温网四

强，彼时便有媒体提出“男子网坛权力

板块漂移”的观点。 但四年过去了，这

张由“四巨头”编制的版图始终没有迎

来被冲破的那一天。同为 27 周岁的迪

米特洛夫与拉奥尼奇甚至已经过了该

出成绩的年纪。 而“四巨头”中最弱的

穆雷，也是在 25 岁拿到首座大满贯奖

杯，更别提年少成名的费纳德三人，对

比之下，90 后球员的成绩着实尴尬。

“四巨头” 对网坛垄断长达十数

年， 成了 90 后球员难以逾越的高墙。

自 2005 年起，“四巨头” 包揽了 48 座

大满贯奖杯中的 42 座，ATP 年终第一

从未旁落。今年美网，费德勒被热得接

受长时间治疗，纳达尔因伤中途退赛，

穆雷长期陷于伤病， 德约也刚从低迷

中走出，时间早已给“四巨头”敲响了

警钟，但后辈们依然难觅突破机会。毫

无疑问， 比起桑普拉斯、 阿加西的时

代， 如今的网坛顶级选手获得了更丰

厚的收益，也垄断了更多资源，这大大

增加了追赶的难度。但别忘了与“四巨

头”同龄的西里奇、瓦林卡与德尔波特

罗也依旧在场上拼搏，且成绩可观。就

算是对阵德尔波特罗，小兹维列夫、蒂

姆、迪米特洛夫等人也均落下风。

在美国网站“网球”近期发布的文

章中， 网坛名宿纷纷将年轻球员难以

突破归咎于不成熟的心态与身体素

质 。 前南非混双冠军约翰-拉夫尼·

德·雅格认为，五盘三胜制的比赛是年

轻球员与“四巨头”的实力分水岭，“年

轻球员在心态上没有做好打长盘的准

备， 以至于疲惫往往会摧毁他们的意

志。 ”最近的例子便发生在今年美网四

分之一决赛上， 蒂姆与纳达尔鏖战五

盘，却在最后关头败下阵来。 要知道纳

达尔是在首局吞蛋的情况下顽强逆转，

32岁的西班牙人坚持了近五小时。

回顾过去十余年的网球史， 不乏

昙花一现、曾被寄予厚望的年轻球员，

无论是缺乏后劲，还是场外花边泛滥，

都早早使其偏离轨道。伯纳德·托米奇

是第一位打入大满贯八强的 90 后，世

界排名一度来到第 17 位，可此后他在

大满贯再未能闯过第四轮， 加上场外

多次口出狂言，使其从“澳洲天才”变

为 “坏小子”； 杰西·扬诺维茨成名于

2012 年巴黎大师赛 ， 他接连击败西里

奇、穆雷并闯入决赛，且在次年温网跻身

四强，可惜后劲不足，不仅从未获得单打

冠军，大满贯也难过第三轮。 当然，不排

除会有如瓦林卡一样大器晚成的球员，

只是目前看来，90 后在男子网坛称雄还

需继续等待。

女网乱世，新人辈出

比起男子网坛老王朝长久统治的局

面，女子网坛依然处于截然相反的乱世。

自 2015 年以来，共有九位选手夺得大满

贯冠军，除了小威，其余八人均是在此期

间首夺大满贯，更有六人为单满贯选手。

而斯蒂芬斯 （2017 年美网 ）与奥斯塔彭

科（2017 年法网）以非种子选手夺冠，更

是属于在男子网坛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同样让人意外的是， 成名已久的沃兹尼

亚奇和哈勒普直到今年才登顶大满贯。

今年的美网将乱世之相演绎得非常

彻底———世界前十选手全部无缘四强，

而科贝尔、 沃兹尼亚奇、 哈勒普等明星

更是早早出局。 比赛签表成了球员们怪

罪的靶子 。 拉德万斯卡早在去年便直

言 ， 现在的女子单打比赛越来越难 ，

“以前前两轮的对手比较一般， 无需投

入百分百精力便能取胜， 可如今总是会

在首轮碰到非常强劲 、 不愿面对的对

手。” 在排位和抽签规则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下， 签表令比赛难度加大的

背后只有一个原因———女子选手间的实

力越来越接近。

女网冠军和一姐频频换人， 似乎只

有小威还留在原地 。 在荣升妈妈复出

后 ， 小威连续杀入今年温网和美网决

赛， 但无论面对进入职业成熟期的科贝

尔还是初来乍到的大坂娜奥米， 她都输

得有些干脆。 不可否认， 小威势大力沉

的击球与均衡的正反拍， 依旧能让大

部分对手无所适从， 但问题是 36 岁

的她能否在一项漫长的大满贯比赛中

始终保持良好的体力和状态。

美网决赛中把小威打出 “火气”

的大坂娜奥米， 是首次进入大满贯决

赛的新面孔。 这位 20 岁的小将已有

了击败大小威、 阿扎伦卡、 普利斯科

娃等强手的经历 。 以进攻型打法见

长、 能持续给对手施压， 加上赛场内

外的好心态， 日本新星未来可期。 包

括大坂娜奥米在内的女子网坛 90 后

们， 逐渐在大满贯赛场证明自己的价

值 。 过去三年的四大满贯中 ， 90 后

球员获得了 12 座冠军奖杯中的七座。

而现世界前 20 选手中， 仅有三人非

90 后 ， 且有七人为 95 后 。 可以预

见， 未来女子网坛将继续呈现年轻选

手 “百花齐放” 的局面。

“性别歧视”又成网球焦点话题

大坂娜奥米站在美网女单冠军领

奖台上时 ， 脸上却找不到开心的笑

容， 从这场女单决赛次盘后半段起，

阿瑟·阿什球场便充斥着观众的嘘声。

一切源于针对小威廉姆斯的三次

争议判罚： 先是教练莫拉托格鲁竖起

大拇指， 涉嫌场外指导被葡萄牙籍主

裁拉莫斯警告； 接着， 遭破发后摔了

拍子的小威又被罚掉一分； 尔后， 小

威对拉莫斯的判罚非常不满， 多次辩

解自己没有接受场外指导， 并大声指

责主裁是 “小偷” “骗子”， 直接被

判第 8 局告负， 从而令首盘获胜的大

坂娜奥米在次盘获得 5 比 3 的领先。

在场上留下泪水的小威， 回天乏术输

掉了比赛。 她在赛后发布会上表示，

主裁的判罚有性别歧视之嫌， “男球

员不会因出言不逊就被罚掉一局。”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女单首轮的一

幕 。 局间休息时把球衣穿反的阿利

兹·科内特， 上场后迅速换衣服调整，

却被裁判以 “不符合体育道德” 给予警

告 。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出面

力挺科内特 ， 称这一判罚 “不公平 ”，

随后美国网球协会 （USTA） 也发表声

明， 承认错误并道歉。 可一石激起千层

浪， 关于性别歧视、 关于女选手备受不

公的讨论成了今年美网的焦点话题。 正

如科内特所说， 许多网球选手告诉她，

如果遭到罚款 ， 将会联合起来声援 ，

“目的是希望能够促进网坛革新”。

针对科内特的判罚有性别歧视之嫌

毫无争议， 而小威则不然。 回到那场充

满争议的决赛， 主裁的判罚由既定规则

出发， 美网在赛后声明中肯定了判罚的

正确性， 且对小威罚款 1.7 万美元。 网

坛名宿玛格丽特·考特也力挺主裁， 认

为运动员不应凌驾于规则之上。 而刚加

冕男单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在认为拉莫斯

判罚过于严苛的同时， 也表示自己不同

意男、 女选手被区别对待这一说法。

当然， 小威也有不少支持者。 名宿

比利·简·金在推特上表示， 女选手情绪

激动会被认为 “歇斯底里”， 男选手则

只会被视作 “心直口快 ” 。 而 WTA

首席执行官西蒙在赛后发表的官方声

明中支持小威 ， “WTA 认为 ， 男子

和女子比赛在判罚尺度上不应存在任

何区别。 我们认为， 在美网女单决赛

中 ，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 ” 美网与

WTA 在声明里截然相反的态度 ， 本

就值得玩味。 作为女子网球的最高管

理组织， WTA 从来都是 “性别歧视

论” 的最大支持者， 并通过舆论战试

图从国际网球联合会主办的四大满贯

公开赛中为女选手争取更多利益。

“我将继续为争取女性权利而奋

斗， 去追逐公平。” 一直为性别问题

发声的小威赛后感叹。 不可否认， 消

弭性别歧视是一项重大工程， 也必须

承认， 在这场美网决赛中发挥更好的

确实是大坂娜奥米。 小威一次次打断

比赛与主裁理论， 不仅令决赛变得支

离破碎， 也让对于网球本身的关注度

被大大降低。 冠军大坂娜奥米在发表

获奖感言时不得不尴尬致歉， 这位新

星成了受害者， 而她也是一位女性。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付小芳时隔七年再夺女子冠军

世界9球中国公开赛收杆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浦东唐城·

世界 9 球中国公开赛近日落幕。 在最终

的决赛中， 柯秉逸凭借一杆精彩的翻袋

以 11 比 9 战胜杰森·肖夺得男子组冠

军。 女子组方面， 付小芳以 9 比 1 击败

凯利·费雪， 时隔七年再夺中国公开赛

冠军， 成为赛事第三位双冠王。

作为国内最早引进的国际 9 球赛

事， 浦东唐城·世界 9 球中国公开赛经

过十年的打磨与成长， 已经发展成为国

内奖金最高、 历史最久、 运作最成熟的

标志性赛事 ， 获得了 “中国 9 球第一

赛” 的美誉。 此番进入会内赛的 64 名

男子选手和 48 名女子选手囊括了目前

世界台坛所有 9 球高手， 由此足见本项

赛事的重要程度。

冠军花落各家后， 本次大赛闭幕式

上还颁发了两个特别奖项。 为感谢唐镇

社区公益基金会在赛事期间举办的花式

台球社区表演、 9 球国家队进驻张江银

行卡园区和社区台球推广比赛等一系

列活动 ， 世界花式撞球协会 （WPA）

主席伊恩·安德森和赛事总监伊尚·辛

格特意为基金会颁发了赛事推广纪念

奖 。 十年来 ， 9 球中国赛的持续举办

得到了伊恩·安德森的大力支持 ， 浦

东新区唐镇为他颁发了唐镇荣誉市民

的奖牌 。

162.37亿元支助社会公益事业

2017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使用情况公布

本报讯 财政部日前公布 2017 年

彩票公益金筹集分配情况和中央集中彩

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况。

2017 年中央财政安排彩票公益金

支出 533.65 亿元 ，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

金在社保基金会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

金、 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

60% 、 30% 、 5%和 5%的比例分配 。

2017 年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共支出

162.37 亿元。

彩票公益金的筹集， 离不开中国体

育彩票的鼎力支持 。 数据显示 ， 2017

年 ， 全国发行销售彩票 4266.69 亿元 ，

共筹集彩票公益金 1163.37 亿元 。 其

中 ， 中国体育彩票销售 2096.92 亿元 ，

筹集体彩公益金 523.26 亿元 ， 占比接

近一半。 中国体育彩票在教育、 养老、

精准扶贫、 医疗救助、 法律援助等关系

着国计民生的领域 ， 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2017 年 ， 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

要组成部分的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为

教育助学和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投入

10.5 亿元， 未成年人校外教育投入 9.2

亿元，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投入 7.3 亿

元； 为养老公共服务投入 10 亿元， 由

民政部组织实施， 用于支持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为法律援助共计投

入 1.2 亿元。

从 2005 年开始， 中央彩票公益金

广泛用于扶贫事业 。 2017 年 ， 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为扶贫事业支出 18 亿元，

用于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发、 贫困村基

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特色

产业发展、 新农村建设， 比 2016 年多

投入 3 亿元。

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中央

专项彩票公益金持续贡献力量 。 2017

年 ，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共投入 22.5

亿元用于医疗卫生事业， 其中医疗救助

投入 18 亿元， 出生缺陷干预救助投入

1.5 亿元， 农村贫困母亲 “两癌” 救助

3 亿元。

除此之外 ， 2017 年 ， 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还用于地方社会公益事业 50

亿元 ， 残疾人事业 19.88 亿元 ， 红十

字事业 4.7 亿元 ， 文化事业 4.68 亿

元 ， 足球公益事业 4 亿元 ， 留守儿童

快乐家园 1500 万元 ， 禁毒关爱工程

3000 万元……

一系列数字表明， 体彩公益金的使

用早已超出体育范畴， 使用方向更聚焦

于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 彰显了体育彩票 “来之于

民， 用之于民” 的公益属性。

（林再）

中国壁球公开赛冷门迭爆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作为单位时

间内消耗热量最高的运动之一， 在越来

越多优质赛事的推动下， 壁球运动在中

国得到了持续发展， 培养出了一批铁杆

球迷。 上周末， 一年一度的中国壁球公

开赛于上海半岛酒店收官。

本届赛事自首轮起便冷门迭爆。 面

对埃及名将卡威， 不被看好的中国选手

李东锦首轮就以 3 比 0 横扫对手。 尽管

最终止步次轮， 但李东锦在面对实力远

胜自己的世界顶级选手时展现出的状态

已足以令人欣喜。 而在半决赛中， 已是

连续 28 个月 “霸占” 世界职业壁球女

子积分榜头名的埃及人舍比妮， 意外负

于法国选手卡米尔·舍梅。 作为男子组

头号种子， 德国选手西蒙·罗斯纳同样

在半决赛遭爆冷 ， 未能晋级决赛 。 最

终， 经历五天角逐， 擅长防守反击的埃

及选手穆罕默德·阿伯加尔凭借着对关

键分的把握， 在决赛中以 3 比 0 战胜新

西兰选手科尔， 获得男子组冠军。 女子

组决赛， 埃及选手韦里里以 3 比 1 战胜

卡米尔·舍梅， 时隔两年再夺中国壁球

公开赛冠军。

自从上个月起， 国际职业壁球协会

（PSA） 开始实行新规， 将 PSA 世界巡

回赛分为金、 银、 铜三个级别。 作为该

体系下最高级别的赛事， 本届中国壁球

公开赛吸引了来自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

48 名顶尖职业壁球运动员参与角逐 。

今年是中国壁球公开赛创办的第五个年

头 ， 在 PSA 首席运营官李·比切尔看

来， 无论赛事运营或是观众体验， 本届

比赛都体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而上海外

滩的美丽景致， 更是让这场金牌赛事堪

称完美。

爱爵杯中国区选拔落幕

本报讯 作为高尔夫球界极具影响

力的老牌赛事， 爱丁堡公爵杯世界高尔

夫邀请赛已有 16 年历史， 今年赛事首

度走进中国 。 近日 ， 2018 年爱爵杯中

国区选拔赛在上海揽海国际高尔夫俱

乐部落幕， 经过 18 洞的激烈较量， 周

坂以 74 杆的成绩夺得史特博冠军奖 ，

幸运地获得今年秋天前往英国参加总

决赛的资格。

爱爵杯起源于英国， 由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创办并担

任受托人。 赛事由国际青少年高尔夫慈

善组织负责运营和推广， 旨在筹集善款

帮助全球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与接受更

好的教育。 此次赛事赛制为史特博系统

积分法， 裁判规则使用皇家古典高尔夫

协 会 ( R&A) 和 美 国 高 尔 夫 球 协 会

(USGA) 规则。

（谢笑添）

德约科维奇 （左） 美网封王， 80 后继续统治男子网坛。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