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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青春时的着迷吗？那个
F1 在中国开始家喻户晓的时候，那
个赛车运动最鼎盛的时代，有舒马
赫、有阿隆索，也有莱库宁……

北京时间 9月 2日上午，41岁的
芬兰著名 F1赛车手莱库宁通过个人
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将在本赛季结束
后退役，结束 20年的 F1生涯。接下
来，他在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车手位
置将由博塔斯顶替。

作为围场内年龄最大的车手，莱
库宁疑似退役的消息时常传出。即

将年满 42 岁的莱库宁在声明中表
示，去年冬天他就做好了退役的准
备，“这样的决定绝非易事，但是在这
样一个赛季过去之后，该翻开新篇章
了。”

41岁的莱库宁因其沉默的性格，
被热爱他的车迷取绰号为“冰人”。
1988 年，10 岁的莱库宁就展示了他
对速度的热爱和天赋。他与哥哥在
当地举行的儿童卡丁车比赛中出战
并得奖。3年后，莱库宁兄弟加入芬
兰国家卡丁车少年组的赛事中。

2001年，莱库宁加入索伯车队，
开启 F1 生涯车手，之后相继转战迈
凯伦、法拉利车队。2007年，在效力
法拉利车队期间，他拿到了车手年度
总冠军。2010年，莱库宁曾短暂离开
过 F1，参加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
2012 年，莱库宁重返 F1 加入莲花车
队，之后又在法拉利车队效力 5年。
2019年，莱库宁加入阿尔法·罗密欧
车队。

帅气的脸庞、沉默内敛的个性以
及在赛道上灵光乍现的突破，都让莱
库宁在车迷圈备受追捧。截至目前，

“冰人”已经参加了 344场分站赛，是
F1 有史以来最多的。职业生涯中，
莱库宁赢得过 1次车手总冠军、21场
分站赛冠军，103次登上领奖台，他是
唯一在V10、V8、V6时代都拿到分站
赛冠军的车手。

芬兰“冰人”表示，虽然这个赛季
还没结束，但还是想要感谢自己的家
人、所有效力过的车队以及所有参与
过他职业生涯的人，“当然，尤其要感
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车迷们。对我
来说，F1之旅即将画上句号，但我在
接下来的生活中还有很多想要体验
和享受的事情。”

对于中国的 F1 车迷而言，因疫
情无法见证莱库宁的最后一战无疑
将成为遗憾。2019年 F1中国大奖赛
车手巡游环节，上海国际赛车场主看
台上，中国车迷用蓝白红三色纸板先
后拼出“Kimi”和“I LOVE KR”的
字样。之后，在社交媒体上，莱库宁
转发了这一场景的照片，有网友对此
留 言 称 ：“Welcome back China
next year！（欢迎明年来中国）”。然
而，此后两年的中国站因疫情取消，
该场比赛也成为“冰人”在上海的最
后一舞。 厉苒苒

F1从此再无“冰人”

莱库宁宣布退役
新华社济南 9月 2日

电（记者张昕怡）记者从山
东高速集团获悉，近期集
团已与山东省体育局、西
王集团就山东男、女篮建
设及俱乐部股权转让等相
关事宜达成一致。自 9月
1日起，山东高速集团全面
接手山东男、女篮运营管
理工作。

山东高速集团曾在
2014年至 2018年期间入主

过山东男篮，引入劳森、莫
泰尤纳斯等实力外援，期
间山东男篮战绩不俗，与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总决赛仅一步之
遥。

据介绍，在俱乐部股
权变更完成前，山东高速
集团组建“山东高速篮球
俱乐部（筹备组）”，具体负
责男、女篮新赛季的各项
筹备工作。

广东队主教练杜锋在
近期接受广东当地媒体采
访时透露，上赛季因伤缺
席一个赛季的核心球员易
建联已经可以与全队进行
对抗训练，他目前身体情
况不错。

易建联在 2019-2020
赛季季后赛时跟腱断裂。
此后他进行手术治疗，并前
往美国进行伤病恢复。此

后易建联返回国内，缺席了
上赛季一个赛季的比赛。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时，杜锋这样说：“易建联
的康复是非常不错的。他
目前已经与全队进行对抗
训练了。新赛季复出应该
没有问题。”杜锋关于易建
联最新情况的介绍无疑给
球迷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宋 翔

CBA新赛季出战
易建联没问题

北京时间 9月 2日晚，
卡塔尔世预赛亚洲区 12
强赛 A 组赛事拉开帷幕。
在首轮角逐中，韩国队坐
镇主场且占尽场面优势，
但仍令人意外地被伊拉克
队以 0比 0逼平。

本届 12 强赛，韩国队
与伊拉克队、黎巴嫩队、叙
利亚队、伊朗队、阿联酋队
5 支西亚球队同分在 A
组。韩国队目前国际排名
第 36位，伊拉克排名第 70
位。在最近 3场 40强赛比
赛中，韩国队取得全胜，而
伊拉克队则取得 2胜 1负。

在本场比赛中，包括

孙兴慜、孙准浩、金英权、
金玟哉等中国球迷熟悉的
明星球员悉数代表韩国队
首发出场。

比赛进行得比较激
烈。第 16分钟，李在成与
伊拉克队球员发生身体碰
撞后倒地，血洒赛场，经过
医务人员紧急治疗后，他
重新回到比赛中。

在比赛大部分时间
里，韩国队占据了控球优
势，可惜屡屡错失进攻良
机。孙兴慜在比赛中也显
得比较急躁。最终双方以
0比 0互交白卷。

肖 赧

顽强伊拉克队
逼平韩国队

日本队爆冷
输给阿曼队

9月 2日，世预赛亚洲
区 12强赛B组中率先爆出
大冷门，本小组的第一档
球队日本队 0 比 1 不敌位
居第五档的阿曼队。

本场比赛，主场作战
的日本队志在必得，首发
中他们在前场派出了大迫
勇也、镰田大地等名将，后
防线则有长友佑都、吉田
麻也等老将压阵，南野拓
实、堂安律、久保建英等人
坐在了替补席上。

但整场比赛，球星云
集的日本队并不占优，反

倒是阿曼队的机会不少。
尤其是在下半场，在日本
队持续压上进攻的时候，
阿曼队的几次反击都颇具
威胁。第 50分钟，阿曼队
左路强突后传中，球打在
了长友佑都的手臂上，主
裁判吹罚点球，随后观看
VAR后，取消了点球。第
88分钟，阿曼队右路传中，
替补出场的萨利赫前点抢
射破门，打进绝杀球。最
终，日本队主场 0比 1输给
阿曼队，爆出了大冷门。

李 立

山东高速集团回归
接手山东男女篮

中国排协 9 月 1 日发
布了关于举办中国排球超
级联赛运营商洽谈会的公
告，透露未来巴黎奥运会
周期里的三个赛季中国排
球超级联赛全部采取赛会
制。

中国排协表示，根据
目前疫情防控的实际情

况 ，初 步 确 定 2021 至
2022、2022 至 2023 和 2023
至 2024 三届中国排球超
级联赛均采用赛会制比赛
办法，每届联赛的时间跨
度不少于四个月，比赛场
数不少于 200 场，而不是
曾经的主客场赛制。

孔 宁

未来三个赛季
排超联赛为赛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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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尔欣）9月 2日
晚，第十四届全运会武术套路战罢
女子长拳、剑术、枪术全能项目，山
西选手姚洋斩获银牌。这是我省选
手在本届全运会上取得的首枚竞技
体育奖牌。

本届全运会，武术套路规则变
动较多，许多原先独立的项目如今
合而为一。这对运动员提出了更高
要求，想要取得冠军必须做到“十八
般武艺”样样精通。

我省运动员姚洋，以长拳闻名
“江湖”，经常可以在这个单项比赛
中获得冠军。昨日全能赛场，姚洋
在首先进行的长拳比赛中，发挥出
自己的顶尖水准，拿到了全场最高
的 9.790分。

在随后进行的第二项剑术比赛
中，姚洋拿到了 9.776 分，单项成绩
排在全场第三位。总成绩方面，姚
洋积分达到 19.566分，依然位列积分
榜榜首。

关键的最后一项枪术比赛，姚
洋在比赛中出现失误，只拿到 9.676
分。这个单项成绩，在前八名选手
中排在倒数第二名，直接导致姚洋
总成绩定格为 29.242分，以 0.084分
的差距与冠军擦肩而过。安徽队名
将赖晓晓，以 29.326分获得冠军。

忻州姑娘姚洋，出生于 1998年，
不到 10 岁便进入省队进行专业训
练。姚洋技术特点是动作优美、舒
展大方，并且动作难度较高。姚洋
最拿手的长拳，则是我省的优势项

目。
“枪术比赛中，姚洋出现一个轻

微晃动，这是一个扣分点，影响了最
后成绩。”山西武术女队教练田晓慧
表示，“面对参加了 4届全运会的名
将赖晓晓，姚洋的表现还是很好的，
值得表扬。”

此外，在男子组比赛中，我省运
动员高晓彬获得男子长拳、刀术、棍
术项目第五名，而张汉勇拿到了男
子南拳、南刀、南棍项目第五名。

8月 2日，第十四届全运会象棋
比赛收官。在业余组女子团体决赛
中，我省棋手张琳、李小芳联袂斩获
一枚银牌。这是山西选手在本届全
运会群众项目比赛中获得的第一枚
奖牌。

“侠女”姚洋银牌入账

山西竞技体育“开张”

体育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