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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6月19日，2016年
河南省航海模型公开赛暨全国
航海模型锦标赛选拔赛在郑州
黄河逸园景区开赛。竞赛项目
为动力船，设有 FSR-V 组、
FSR-O组、电动组三个竞赛组
别，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50名选手参赛。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社会体
育管理中心主办，河南省航海模
型运动协会承办。采用动力船
竞速艇耐力赛赛制，参赛竞速艇
分组厮杀，围绕水中设好的浮
标，按照固定赛道，循环跑圈，在
固定时间内圈数最多者获胜。
经过激烈角逐，河南省的尹旭辉
包揽了FSR-V、FSR-O两个组
别的冠军，梁涛和王勇分获
FSR-V和FSR-O组的亚军，他
们同时也获得了代表我省参加
2016年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的
资格。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中国国
际象棋协会获悉，在刚刚颁布的
2016年全国国际象棋后备人才
基地中，白果树国际象棋俱乐部
成为郑州市入选的唯一一家，这
标志着郑州市的国际象棋发展迈
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郑州市白果树国际象棋俱乐
部自2013年成立以来，与多所学
校与幼儿园开展紧密合作，推动
国际象棋项目在郑州的发展。其
中河南省实验小学鑫苑外国语小
学和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
学也被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评定为
2016 全国国际象棋特色学校。
俱乐部除了与学校合作开展校本
课、社团课、校内兴趣班等各种形
式的课堂外，还与河南省少儿图
书馆、大河报合作，定期举办各种
公益课堂，为国际象棋的广大爱
好者提供各种学习交流的机会。

全国国际象棋
后备人才基地
落户郑州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郑海霞、王立
彬、乔红、贾占波、王丽萍、孙甜
甜、奚爱华、陈中、骆晓娟、许诺、
赵菁、杨伊琳等我国著名奥运冠
军齐聚信阳革命老区，拉开了奥
运冠军老区行的活动序幕。

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人
力资源开发中心、河南省体育局
和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在当地
中学，看着那些曾经遥不可及，只
能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奥运冠
军，竟然“组团”来参观自己的学
校，指导大家打球，和大家一起跑
步，孩子们兴奋得无法自已，他们
欢呼雀跃，争相与奥运冠军们合
影留念。随后，奥运冠军们又来
到文殊乡方洼村小学，进行爱心
捐赠，为学生们上了一节体育指
导课。

省航海模型
公开赛举行

奥运冠军“组团”
造访河南革命老区

德国能否保住小组第一？
□记者 王玮皓

明日凌晨，欧洲杯C组和D组将先后迎来收官战。零点时分：北爱尔兰vs德
国、乌克兰vs波兰；凌晨三点：克罗地亚VS西班牙，捷克VS土耳其。最后一轮小
组赛，德国与波兰将展开对小组第一的争夺，而已经出线的西班牙则要与克罗地亚
上演精彩对决。

C小组中，除了乌克兰两
战皆负提前被淘汰外，德国、
波兰和北爱尔兰都还有机会
争夺小组头名。目前，德国和
波兰都是1胜1平积4分，但
德国以净胜球优势排在第一，
北爱尔兰则以1负1胜积3分
排在小组第3。

目前，德国和波兰都是
不败就出线，两队如果同时
取胜，鉴于此前两队战成0：0
平，就将比拼净胜球来决定
谁是小组第一。目前德国虽
然比波兰多一个，但考虑到
北爱尔兰需要尽量少输，乌

克兰又已经出局，波兰仍然
存在反超德国的可能。而北
爱尔兰只有击败德国才能确
保出线，不胜的话则肯定排
名小组第三，需要和其他小
组比较。面对实力强大的世
界冠军德国队，北爱尔兰最
后一场的目标很可能就是抢
1分或尽量少输。

很显然，拥有莱万的波兰
是争夺小组头名的热门，德国
目前虽然形势最好，但依然需
要改善锋无力的现状，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掉到小组第3，要
看别人的脸色才能出线。

D组的形势比较明朗，目
前积6分的西班牙已经出线，
最后一轮不输给克罗地亚就
确保小组第一，而小组第二克
罗地亚积4分，此役只要不败
即可确保出线，如果输球则有
可能被捷克挤到小组第三。
克罗地亚与西班牙的这场对
垒颇具看点——前者的摩德
里奇、拉基蒂奇分别效力于皇
马、巴萨，此役他们将与数名
俱乐部队友迎来针锋相对。

积1分的捷克排在小组
第三，如果击败土耳其且克罗
地亚输球，那么他们还有机会

以净胜球优势压过克罗地亚，
争夺小组第二。不过，经捷克
国家队的队医证实，罗西基在
与克罗地亚的比赛中受伤，将
休息3到6周，这意味着这位
35岁的老将此次欧洲杯之旅
遗憾提前结束。

此前两战皆负的土耳其
已经丧失了出线希望，本届欧
洲杯土耳其战绩不佳，队内大
将图兰表现平平，比赛中遭到
了土耳其球迷狂嘘。这也让
图兰心灰意冷，考虑退出土耳
其国家队。

德、波争抢小组第一 西、克大战看点颇多

NBA改朝换代了吗？在
这场比赛之前，过去两年，几
乎没人否定这一点。毕竟，
勇士以横扫千军的势头，在
去年夺冠；库里则以风卷残
云的气势，连续两年摘得常
规赛MVP。

很多人眼中，库里已然
是超越勒布朗·詹姆斯的联
盟第一人，无论形象、气质，
还是他灵动的球风，库里也
的确具备了成为超级巨星的
所有特质。但是去年总决
赛，库里错失MVP，让人们
对他的巨星价值产生了一些
质疑。而今年的总决赛，库
里的发挥更是只能用失望来
形容。总决赛第7场，库里得
到 17 分，三分球 14 投仅 4
中。

其实，库里发挥不好也
有伤病的客观因素。由于在
常规赛中始终保持着高强

度，库里季后赛刚一开打就
扭伤膝盖。可季后赛没时间
让人慢慢养伤，库里不可能
等到 100%的状态再复出。
在西部决赛遇到雷霆时，对
方身高臂长的阵容对库里造
成了更多的麻烦。库里在做
无球跑动时总无法彻底摆脱
防守人，他的威力自然无法
完全施展。总决赛期间，库
里带着右肩膀的伤作战，发
挥时好时坏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错失卫冕良机，这
样的结果，无法掩盖库里这
一季的闪耀光辉。只是，这
次苦涩的失利也让库里明
白，为了再夺总冠军，未来，
他需要在漫长的赛季征战
里，更加谨慎地保护自己的
身体，更加合理分配自己的
状态。关于这一点，他的对
手詹姆斯，就是最佳教科
书。 据新华社等媒体

还记得2010年夏天勒布
朗选择离开克城前往迈阿密
的时候，这座城市有多失望
吗？老板吉尔伯特发公开信

“诅咒”勒布朗，疯狂的球迷焚
烧勒布朗的球衣，他们将勒布
朗称为这座城市的罪人，叛
徒，一个背信弃义，面对困难
就逃走的懦夫。在热火那4
年，每一次勒布朗率队客战骑
士都会“赢得”满场嘘声，那样
的恨是根植在每一个球迷内
心最深处的。

2014年一次热火客战骑
士，一位疯狂的球迷穿着“勒
布朗回来吧”的T恤冲入球
场，当时勒布朗看着这位球迷
若有所思。不久之后就是热
火总决赛被马刺复仇，勒布朗
也跳出合同重返克里夫兰。

“我一定会为家乡带来一
座总冠军奖杯。”2年前游子
归乡，勒布朗许下承诺，1年

前孤军奋战，一度带领骑士
21领先，今年面对更加强大
的同一个对手，勒布朗展现了
他作为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球
员的极致统治力，7场比赛打
下来，他一共砍下208分 79
个篮板62次助攻18次抢断
16封盖，所有数据都领跑两
支球队，也毫无悬念地夺得总
决赛MVP。

这个总冠军，骑士等了太
久太久，1970 年建队，至今
46年，这是骑士队第一次捧
起总冠军奖杯。比骑士历史
更长的，是克里夫兰这座城市
的冠军荒。“克里夫兰的体育
诅咒”早就成了美国的固定词
条。自1964年以来，克里夫
兰从未在任何一项职业联赛
中获得过总冠军，至今已有
52年了。

现在，魔咒终成历史，詹
姆斯也成了家乡的英雄。

兑现承诺!
詹姆斯从公敌到英雄

改朝换代？
库里赛季透支吞苦果

勒布朗·詹姆斯昨日用27分、11个篮板和11次助攻的三双表现，带领
骑士队客场以93：89战胜勇士队，以4：3逆转对手，夺得球队历史上第一
座总冠军奖杯。詹姆斯以全票当选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FMVP）。骑士
也成为NBA历史上首支在总决赛以1：3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夺冠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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