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机大战福州上演

柯洁中盘不敌“星阵”

� � � �图为瓦基弗银行队中国球员朱婷在比赛后与奖杯合影。
新华社发

伊涅斯塔流泪确认
本赛季末离开巴萨

据新华社马德里4月26日电 巴塞罗那球员伊涅斯塔26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确定将在本赛季末离队。

伊涅斯塔在发布会上数度哽咽落泪， 他说：“这个赛季
是我在巴萨的最后一个赛季。 这是一个我自己深思熟虑后
做出的决定。巴塞罗那是我心目中全世界最好的俱乐部，在
这里效力22年以后， 我知道作为巴萨的一名球员意味着什
么，知道在这里一年年踢下去所需要面对的要求，也知道作
为队长的责任。我希望诚实对待自己和俱乐部，我的巴萨生
涯将于今年结束。”

关于未来， 伊涅斯塔仍旧没有透露自己的具体归宿：
“眼下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商谈和敲定。 但就像我说过的那
样，我永远不会代表别的球队跟我的球队（巴萨）竞技，因此
非欧洲的任何联赛都可能是我的选择。”

伊涅斯塔成长于巴塞罗那青训体系， 随球队获得了包
括4座欧冠、8座西甲冠军、6座国王杯、3座欧洲超级杯、3座
世俱杯、7座西班牙超级杯在内的31座奖杯， 并且极有希望
在本赛季结束前再收获一座西甲冠军。

责任编辑 王亮 2018年4月28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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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47 3 8 4 0 8 3 0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6131849.1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110 7 4 6
排列 5 18110 7 4 6 5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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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涛29日客场挑战强敌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亮） 29日， 2018赛季

中乙联赛第5轮展开， 湖南华莱湘涛队将客场挑战暂列南
区第一的四川安纳普尔那队。 本赛季湘涛队势头强劲， 目
前2胜2平积8分排名南区第5， 但球队是否真的复苏了， 四
川安纳普尔那队是块试金石。

四川安纳普尔那队拥有陈涛、 渠成等多名悍将， 曾率
领成都谢菲联、 贵州恒丰智诚成功冲超的名帅黎兵本赛季
强力加盟， 此外还引进了黄佳强、 商隐等实力球员， 本赛
季继续剑指中甲。 目前， 四川安纳普尔那队4战3胜1平积
10分， 排名中乙南区第1名。 在刚刚结束的足协杯中， 他
们也仅以一粒乌龙球败给中超劲旅江苏苏宁， 比赛过程完
全不落下风。

上赛季， 湘涛队和四川安纳普尔那队两次交手， 全部
败北。 因此4月29日的较量， 对湘涛队而言既是新赛季以
来球队整体磨合和实力的进一步检验， 也是一次正名的机
会。 上轮比赛， 湘涛队在缺少队长苑维玮的情况下， 3比2
击败了深圳雷曼队， 本轮苑维玮解禁复出， 球队也将以齐
整的阵容迎战。

� � � �据新华社福州4月27日电 作为“吴清源杯”世
界女子围棋赛暨“贝瑞基因杯”2018世界人工智能
围棋大赛赛事期间的焦点活动，柯洁与“星阵”在福
州滨海新城网龙基地上演人机大战最新一季，结果
柯洁执白第145手中盘告负，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
连败仍在继续。

“星阵”的前身为清华大学开发的“神算子”。在
与柯洁对阵前，“星阵”已与职业棋手们进行了让先
三十番棋，战绩达到28胜2负，战胜过的对手包括周
睿羊、范廷钰、朴廷桓等强手。而在输给“阿尔法围
棋”后称不再与人工智能对阵的柯洁此次又坐在棋
盘前，原因如他所说，既是为了围棋爱好者，也是因
为“人生翻过一座座山后，还是要去翻下一座山”。

当日比赛“星阵”开发者金涬充当“人肉臂”
执黑先行， 黑棋三三小目开局， 柯洁二连星应
对。“星阵”在第41手高效拿下右上角，而白棋的
外势并不厚实，当黑棋打入白棋阵地后，柯洁也
未能形成有效攻势，被逼走向屠龙一赌胜负，奈
何“星阵”计算准确，吃住左边白四子后黑棋四
子复活形成转换，柯洁在第145手中盘认输。

柯洁在赛后用“无力感”描述自己的感受，
他说， 难以判断自己下得究竟是好是坏，“因为
人工智能的计算和大局的判断都是在我之上
的”。

尽管在多次对阵人工智能后有了心理预期，
柯洁也认为自己在布局阶段并没有落后很多， 但
他表示， 中盘真正要拼计算力的时候， 感觉是力
不从心， “真正是算路没有人工智能远， 也很无
奈。” 但他也表示， 未来仍会与人工智能对阵， 这
是不可避免的。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世界排坛，朱婷有个霸气的外号：奖项“收
割机”。

国家队层面，她收获了奥运会、世界杯等顶级
冠军；在俱乐部，她也先后问鼎土耳其超级杯、土
耳其杯、欧洲冠军杯以及世界俱乐部杯。个人奖项
上，各种MVP，朱婷拿到手软。

朱婷唯一缺少的指标性冠军是联赛冠军，
2016至2017赛季，瓦基弗银行排名联赛第3。今
年，她终于弥补这个遗憾。

2016年，在率领中国女排夺得里约奥运会女
排冠军后，朱婷在郎平的“牵线”下，加盟土超豪门
瓦基弗银行俱乐部，掀开职业生涯新的一页。留洋
第一年，朱婷克服了语言、饮食等障碍，成功融入
球队， 不但个人表现出色， 更随队先后获得超级
杯、土耳其杯以及欧冠、世俱杯冠军，唯一的遗憾
是未能在联赛登顶。

加盟土超第二年，朱婷进一步成熟，与队员
配合更加默契，发挥的作用也更大。

本赛季瓦基弗银行在土超联赛的战绩为26胜
5负， 其中常规赛19胜3负， 季后赛7胜2负。 朱婷
出战26场， 其中24场首发。 在常规赛中， 朱婷斩
获215分， 在主攻榜排名第8， 季后赛她贡献168
分， 高居主攻榜榜首。

显然，本赛季朱婷受到各路对手
的严密“照顾”，常规赛的得分数、进攻
成功率较上赛季有所下降，但她的得
分更多的是关键分， 价值非常高，这
也是她能一路率领瓦基弗银行夺冠
的原因。

27日凌晨， 随着她高高捧起土
超联赛的冠军奖杯， 朱婷终于成就
了自己职业生涯的俱乐部“大满
贯”。

带着中国女排的精神，横扫世

界排坛，朱婷已是继李娜后，中国体坛最炙手可
热的女子运动员。

据了解， 27日的比赛现场大约有200名中
国球迷为朱婷加油呐喊。 据国内某网络平台统
计， 在线观战的球迷数量更是超过200万。 朱
婷赛后也对国内的支持者和现场观战的中国球
迷表示了感谢， 她说“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
的”。

本赛季，瓦基弗银行已三冠加身，但征程尚未
结束。 一周之后， 瓦基弗银行将以卫冕冠军的身
份，在欧冠半决赛迎战意大利劲旅科内利亚诺。作
为上赛季欧冠的MVP得主，朱婷依然是球队冲击
四冠王的绝对核心。

朱婷有望回国参加世俱杯
国际排联日前通过官网确认，2018年女排世俱杯落

户浙江绍兴，比赛将于12月4日至9日举行。因此，随着瓦
基弗银行问鼎土超，朱婷极有可能亮相本次在家门口举
行的世俱杯。

此前，朱婷曾跟随瓦基弗银行参加过世俱杯并获得
冠军，朱婷是世俱杯首位得分破百的球员，先后收获得
分王、最佳主攻、世俱杯MVP等殊荣。尽管朱婷是世俱杯
的“老熟人”，但能代表欧洲冠军回国参加世俱杯对她显
然别有意义。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 � � �北京时间4月27日凌晨进行的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决赛第5回
合， 中国女排核心朱婷效力的瓦基弗银行以3比0力克伊萨奇巴希，
从而以总比分3比2夺冠。这也是朱婷职业生涯获得的第一个联赛冠
军，本场比赛拿到20分的她也荣膺最有价值球员（M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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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 � � � 4月26日，在2017至2018赛季NBA季后赛首
轮第六场比赛中，雄鹿队主场以97比86战胜凯尔
特人队，总比分3比3战平。图为雄鹿队球员安特
托昆博（右）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