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举世瞩目的“围棋人机大战”，谷歌研发的阿尔法狗
围棋计算机与世界顶尖围棋高手、 韩国一代传奇李世
石，在3月展开五番棋较量。双方比分最终定格为阿尔法
狗4比1取胜。

前四局战罢， 阿尔法狗的模样渐渐展现在大家面前，
奇思妙想的布局，咄咄逼人的中盘，滴水不漏的官子，综合
实力强大毋庸置疑。不过在李世石的探索下，阿尔法狗的
不败神话也被打破，他也会失误，并非无懈可击。

归根到底，是人类创造了阿尔法狗，无论谁赢，都是人
类的胜利。围棋人机对话才刚刚开始，随着人工智能的不
断发展， 还会演绎出更多让我们心旷神怡的传世棋谱。这
场比赛也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 � � � 2015-2016赛季是科比NBA生涯第20年， 这20个赛季
他从始至终为湖人打球， 打破了斯托克顿保持的NBA球员
为一支球队效力时间最长纪录。

4月14日， 科比迎来NBA生涯最后一场比赛， 他出战
42分钟，50投22中三分球21中6狂砍60分， 成为NBA历史

美国
退役热潮，致敬一代巨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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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蔡矜宜

2016年12月20日 星期二13 体 育
� � � �里约奥运会、法国欧洲杯、哥伦比亚空难……鸟瞰世界地图，这一个个地理方位与节点，
浓缩了2016年世界体坛的激情与极限，悲喜与离聚———

2016，国际体坛“地图”

� � � �一届“最完美的”不完美奥
运会。

这里有经济危机、寨卡病
毒、政局动荡和贫民窟；这里
也有旷世景观、热情桑巴和足
球王国……当奥运会真正踏
上南美洲这片“新大陆”，里约
这座矛盾的城市， 用简洁、省
钱但不乏热情、创意的方式，惊艳世界！

这是奥运会首次在南美大陆留下足迹， 全世界约
11000名运动员极致展现人类不断挑战和突破极限的运
动之美。事实上，赛前饱受诟病的社会治安并没有在奥运
期间惹太多麻烦，8.8万名安保人员力保赛事平稳有序。值
得一提的是，本届奥运会首次有难民代表团参与，该特殊
代表团由10名来自南苏丹、叙利亚等地难民运动员组成。

中国派出711人组成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代表团， 参加
26个大项，210个小项的比赛，获得26金18银26铜总共70枚奖
牌，位列金牌榜第三。美国代表团以46金、37银和38铜占据金
牌榜首位，英国代表团以27金位列第二。

2020年，奥运会将回到亚洲怀抱，我们东京见！

� � � � 2016新年伊始， 网球四大满贯公开赛首站澳网赛
事如火如荼， 没人能想象到俄罗斯名将莎拉波娃在这
里被查出使用违禁药， 禁赛两年。 更令人难以预料的
是，莎拉波娃禁赛事件只是一系列爆炸性新闻的起点。

距离里约奥运会开幕不到半个月， 俄罗斯兴奋剂
危机愈演愈烈。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任命的独立委员会
成员、加拿大国际体育律师理查德·麦克拉伦发表“独
立人报告”，美国、加拿大、日本等10多个国家联名呼吁
国际奥委会，全面禁止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

这份长达97页的报告内容仿佛谍战剧本， 详细描
述了俄罗斯方面如何“系统性、在国家操纵”下滥用兴
奋剂，范围远超田径项目。结局是：国际奥委会执行委
员会决定不取消整个俄罗斯队在2016年奥运会的参
赛资格，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来做出决定。里约热内
卢时间8月4日，俄罗斯队参赛人数终于确定了，国际奥
委会独立委员会允许271名俄罗斯运动员参加2016年
里约奥运会，比伦敦奥运会少了162人。

巴西

俄罗斯
禁药风波，俄奥运军团险遭禁赛

桑巴热情，
奥运之花首次绽放南美洲

编者按
还有11天，我们就将挥别2016年。回首这一年，世界体坛

因奥运会、欧洲杯而热闹非凡，中国女排加冕奥运冠军激励国
人，湘西伢子龙清泉8年后再次登顶……本报自今日起，将从
国际、国内和省内三个视角对2016体坛进行大盘点，与读者
一同重温那一幕幕难忘的画面。

韩国
人机大战，人类仍是终极赢家

制图/张杨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 � � �激情四射的欧洲杯16年后， 再次邂逅浪漫的法兰
西……最终夺冠的不是赛前大热德、法、西，扩军也并
未让12年一轮回的“神话、童话”上演……没错，冠军是
一路“葡”匐前进，90分钟7战仅1胜的葡萄牙！

这是一个段子手的时代。 葡萄牙每场球你不一定看
了，但“五平之歌”或许听过；平日里头条虽然上得多，但这
一个月，C罗却被“躺赢、躺冠”玩儿坏了；冰岛在哪里，过
去你可能都不在意， 但如今他们全国33万人口， 多少男
人、多少人剪羊毛……全都成了球迷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法国
葡萄牙首捧欧洲杯，C罗赛季很“完美”

� � � �虽然在欧洲杯决赛中C罗早早离场， 但谁也不能否认
他在本届欧洲杯上为葡萄牙队做出的贡献。然而，总结葡
萄牙队长的这一年， 必须要配上金星老师那个经典表情
包：“完美”！ 整个2016年，C罗代表皇马与葡萄牙队出战57
场，打入55个进球，助攻17次，7次上演帽子戏法。欧冠、超
级杯、欧洲杯、世俱杯、金球奖……2016对于C罗而言，简直
就是拿奖拿到手软的一年。

� � � �这一年，天堂里又多了一支冠军球队，他的名字叫“沙
佩科恩斯”。

北京时间11月29日下午，前往参加南美杯决赛的巴西
沙佩科恩斯队所乘坐飞机在哥伦比亚遭遇空难，71人遇
难，其中包括19名球员。12月6日，南美足协官网宣布，沙佩
科恩斯获得南美杯冠军，对手哥伦比亚国民竞技队获得亚
军以及百年公平竞赛奖。

6名幸存者中， 鲁斯切尔在被送往医院救治的途中不
断与身边的医疗人员说话，他重复着：“请必须保护好我的
结婚戒指。”足球运动员，是勇敢、坚韧和温暖的家伙们。职
业生涯要求他们常年是空中飞人，因而“空难”对于足球队
来说，就是“概率”的问题。

1949年苏佩加空难、1958年曼联的慕尼黑空难、1987年
秘鲁利马空难、1993年赞比亚空难……翻开一篇篇足球空
难的惨痛历史，喉咙一紧，为之悲伤。

为了纪念遇难者，沙佩科恩斯在Arena� Conda球场举
行了追悼会，数千球迷在球场内外表达了敬意。俱乐部临
时主席托佐说，“现在我们要开始重建球队， 人们需要足
球，在沙佩科恩斯的人都热爱足球。”

哥伦比亚
沙佩科恩斯空难，天堂里又多一支冠军队

单场60+年纪最大的球员， 带领湖人逆转15分差距101比
96击败爵士。科比以一场荡气回肠的完美比赛，向NBA生
涯说再见。

5金1银， 泳坛传奇菲尔普斯8月14日在里约奥运会完
成了史诗般的谢幕。一人独得23块奥运金牌，菲鱼创造了
新的历史之最。4年前的菲尔普斯，体重暴增，沉迷于酒精、
毒品……当人们都在谈论一代巨星彻底沦为“美国式悲
剧”时，三十而立的菲鱼又一次浴火重生。

此外，世上最伟大的大前锋之一邓肯今年也正式宣布
退役，结束19年的NBA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