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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九球世锦赛落幕

河南妞刘莎莎三度封后
□记者 王小娟
昨日，2015 女子九球世锦赛在桂林全部结束。决赛中，来自河南兰考的 22 岁妹子刘莎莎以 94 力
克欧斯纯，成功卫冕，第三次荣登世界冠军宝座，距离艾莉森·费雪的四冠最高纪录只有一步之遥。稍早
进行的三四名决赛中，
周婕妤以 97 战胜河原千寻获得季军。

夺冠之路

一路高歌捧得奖杯

本届世锦赛，有来自世界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64 位顶尖选手
出 战 ，经 过 前 三 个 比 赛 日 的 争
夺，中国的刘莎莎和奥地利名将
欧斯纯会师决赛。刘莎莎曾在
2009 年 和 去 年 两 次 夺 冠 。 今
年，身披卫冕冠军战袍出战的刘
莎莎脸上满满都是自信，尤其是
11 月 7 日的一天三赛，展示出旺
盛的斗志，以 95 力克中华台北

思念家乡

的魏子茜，以 92 横扫高梦，以
97 淘汰中华台北的周婕妤，第
三次闯入这项顶级赛事的决赛。
来自奥地利的欧斯纯打进 9
球世锦赛决赛，这还是生涯头一
遭。此次比赛中，欧斯纯在 1/4
决赛中以 96 淘汰中国九球天
后潘晓婷。昨日的决赛，欧斯纯
一上来便展示出凶悍的球风，但
事与愿违，反倒被刘莎莎抢占先

机 ，很 快 便 取 得 30 的 强 劲 开
场。第 4 局，欧斯纯利用刘莎莎
的一次失误扳回一城。第 5 局，
面对复杂球局，大赛经验丰富的
刘莎莎做足防守后果断转防为
攻，清光台面以 41 拉开距离。
此后，虽然欧斯纯扳回几局，但
难以撼动刘莎莎的领先优势。
最 终 ，刘 莎 莎 以 总 比 分 94 获
胜，
第三次捧得世界冠军奖杯。

想在县城里开小店

在昨日的赛后发布会上，除
本届比赛，刘莎莎一直佩戴
虽然比赛时严肃认真，但私
了回答记者的常规提问，刘莎莎
着某瓜子品牌的 LOGO。由于
下里的刘莎莎十分可爱，喜欢购
性情中可爱的一面以及对于家
这个瓜子品牌是刘莎莎的哥哥
物和逛街，夺得世锦赛冠军后，
乡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今年注册的，刘莎莎也顺理成章
刘莎莎有着独特的庆祝方式：
先是为自己哥哥的瓜子品牌“推
地成了品牌代言人。在赛后发 “比赛来的时候我就说回去想开
销”，又表示希望回家后开一家
布会上，刘莎莎还不忘“推销”。 一家服装店，叫莎莎的小衣橱，
名叫“莎莎的小衣橱”的服装小 “这是哥哥的瓜子，真的很好吃， 就在县城里，自己去进货，我开
店。
根本停不下来。”
刘莎莎说道。
心享受这个过程。”

分 类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 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月嫂保姆护工保洁66665310

家政服务

招商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信用项目招商15038015253
●综合门诊部转18037510594
●金融俱乐部招各地加盟，
只
投入场地、
电脑即可，
月收
入很丰厚18903713393

转让

●清化粪池88880256疏通钻孔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
在各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
餐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经销商，
项目合作15036008588

●盈利宾馆转让15713870691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60332996三和家政65920177

市，
县设立办事处，
另找个人

●秒到账POS机18603715350

分 类 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出租招租
●金水路● 地铁口● 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 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 设计施工

设计施工

出租仓库厂院
●港区 60 亩厂院 18790298366
●7 万㎡标准仓库招商：存储
物资，提供配送、融资一站式
服务。地址：郑州市南三环中

●郑州附近5000余亩山地寻找
合作伙伴 18738165867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部酒水食品商贸物流园（普洛
斯北邻）。电话：18037802777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上街办公厂房 13937922799

分 类 设计装修
●广告材料

●大学路700㎡火锅店56006729

酒水饮料食品、及各类商品

求购求租

●出租276㎡旺铺13014661026

饮）整体转让13700888738

材

●效果图施工图 15838378057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空间设计效果 13253437186

●精品效果图施工图60965673
●低价效果图施工图56736305

装修装饰
●装修设计施工 15093327979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 A21、
22版

刘莎莎捧起冠军奖杯 Osports 供图

十年磨砺

离家两年半后才首次省亲

昨日，刘莎莎三度夺冠的
喜讯传到家乡兰考，哥哥刘国
强感慨万分：
“我这个妹妹能有
今天真是不容易，她 12 岁离开
家去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练球，
当时她才 12 岁，到今年整整满
十年，她付出的都是常人无法
理解的。”
刘国强告诉记者，当年父
亲送小妹去黑龙江的建三江地
区练球，没有买到座位票，两人
在火车上站了两天。父亲临回
兰考前，告诉莎莎以后每个月
都会来看她，没想到这一等就
是两年半——莎莎首次代表黑
龙江队参加全国青少年台球锦
标赛便荣获全国第四，随后在
启蒙教练付中朗的陪同下回到
兰考省亲。
“家里狠下心让她练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398起建网站15981824310

让饭店酒吧
●未来路800㎡饭店15638511777

●东风路正弘公寓360㎡ 饭店
低价转让15515610476

●东风路省中医院对面营业
中1800平涮锅店80万急转
设备九成新15517151961
●饭店精装800㎡开门可营业
福彩*广电路13613812950

转让商铺门面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九如东路天韵街名校旁
商铺转让 13949141999

球，所以一直不去看她。莎莎
也非常争气，拿了名次才回来，
给我带回来的礼物是当年离开
时给她留的零花钱，一共 200
元，两年半来她只花了 50 元，
剩下的 150 元又还给了我。”这
是每次说起这次团聚，母亲都
要讲的话。
在 2009 年沈阳举行的女
子九球世界锦标赛上，16 岁的
刘莎莎成为这项赛事有史以来
最年轻的冠军；2014 年，21 岁
的刘莎莎成为中国首个女子九
球世锦赛双冠王；昨日，22 岁的
刘莎莎三度登顶。
“我现在还年
轻，需要走的路还很长，首先要
专心致志打好自己的球，争取
再多拿一些成绩，不为别的，要
对得起自己的付出和努力。”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
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大型仓库招租 18703838997

●高新西三环厂仓13598899953

海南温泉房

●北四环厂仓租 13673661085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69098

醉氧之都海南白沙，山湖泉共

●郑西 8 亩厂院 13007618466
●出租郑州高新区西北邻高
速口 5 亩厂院 18703829978

●新密市80亩厂房水电气齐全
位置好可分租 13938238820

●航海路西三环仓库全天监控
侯寨乡三李村立体仓库共计
6000㎡杨女士 13676959238
蒋先生 13673672225

●古荥厂房出租 15225166366

房地产
39 亩空地租售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附近有

空地 39 亩，有国有土地证，水
电、路通，区位极佳，出租出

售合作均可。刘：
18039966601

分 类 车行天下
●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享，温泉入户，3680 元/㎡起，
70 年产权，毗邻高速高铁，
400-157-0809

写字间楼
●红专路写字间出租63393089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