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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卫平 60 寿宴动情宣言：

生是围棋人
死是围棋鬼
8 月 17 日，围棋棋圣聂卫平在家人和 200 多各界朋友的
陪伴下愉快地度过了自己的 59 岁生日，进入花甲之年。 在京
城举办的 60 寿宴上，老聂充满深情地表示，一生有两大爱好，
围棋和桥牌，其中“
生是围棋人，死是围棋鬼”。

聂门弟子送上金龙大礼
以 刘 菁 大 弟 子 为 首 的 10
位聂门弟子全部到场，男弟子
们全部西装革履， 格外精神，
站成一排站在门口代师傅迎
接宾朋。 当寿宴开始，常昊和
古力代表弟子们送上贺
—一 条 沉 甸 甸 金 灿 灿 的
礼——
黄金大龙。 聂门弟子给师傅送
礼可谓精心备战，因为师傅属
龙。 而在中国围棋“七小龙”中
就有刘菁、常昊等聂门弟子。
送上贺礼的同时，聂门弟子
们在寿宴上也格外活跃，帮着师
傅招待各界朋友，常昊、古力喝
酒格外豪爽。 按照师傅的吩咐，
有家的徒弟们也带上了妻子儿
女， 其中就有常昊张璇及其女
儿、刘菁许昱华和儿子两家六口
人。

桥牌朋友格外多
由于座位安排分区，当寿宴
进行到一半时，桥牌区的谈话气
氛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围棋区，
他们高谈阔论，笑声不断。 这充

分体现了桥牌的项目特点，需要
交流，善于交流。
尽管老聂发自内心地说：
“生是围棋人 死是围棋鬼”，但
遇到桥牌朋友们，他还是忍不住
提出建议：(宴会) 结束了我们去
打桥牌？

多位影视明星到场
老聂在影视圈有不少好朋
友，参加他生日宴会的就有著名
演员梁天、谢园、金巧巧等，梁天
更是担任生日宴会主持人。梁天
说，自己不会下围棋，但这并不
影响他对老聂的敬重和友谊。谢
园是一名围棋爱好者，他早早就
到场了，席间与聂门弟子们聊得
火热。他喝酒很豪爽，几轮下来，
他把自己喝得脸像煮熟的虾一
样通红。
尽管需要陪酒的人员众多，
但老聂送走几位比自己岁数大
的领导朋友们后，他还是坐到梁
天、谢园之间，畅谈痛饮。
老聂虽然挨着桌子敬酒，但
最终也没有显露出醉意，送别每
一位来宾时都说谢谢。 (陈君)

体坛情侣也玩隐婚：

杜丽庞伟姐弟恋 傅海峰遭揭发
娱乐明星玩隐婚十分常见，
但今年来， 体坛明星也大有向娱
乐明星们看齐的架势， 尤其是中
国的体坛明星们。不过，他们保密
的功力比娱乐明星就差远了，基
本上瞒不了多长时间。
林丹和谢杏芳的恋情一直很
高调，两人从 2004 年就确立了情
侣关系， 并于去年 12 月 13 日登
记结婚。不过，与他们高调的恋情
相比，结婚这事就搞得十分低调。
事先， 两人都没有向外界透露要
结婚的事， 还是有网友在民政局
认出了两人，并在网上进行爆料，
这才让两人的婚讯大白于天下。

结婚后， 已经退役的谢杏芳安心
做起了全职太太， 而林丹则继续
在赛场上攻城拔寨，前几天，林丹
才刚刚赢得了自己的第四个世锦
赛男单冠军。
马琳和张宁益这对情侣很特
殊，人们先得知的是他们离婚的消
息。 2009 年 9 月，马琳和张宁益被
爆 5 年前已经结婚，而近期因为感
情不和已经离婚。张宁益称马琳在
外面有了女人，要求与其离婚。 两
人的离婚也如拉锯战一般，一直到
2010 年 6 月 23 日才在北京开庭
审理，张宁益得到了一套价值七八
百万的别墅， 另外还有数百万现

金，才算尘埃落定。
射击奥运冠军杜丽 2008 年
与相恋 6 年的男友张付分手后，
与队友庞伟展开“姐弟恋”。 2009
年 8 月两人被爆在山东喜结良
缘， 成为中国体育史上第一对奥
运冠军夫妻。
可是当媒体向双方家人求证
时， 庞伟的父亲证实了媒体的说
法， 而杜丽的母亲却矢口否认。
2009 年 8 月 23 日， 全国射击锦
标赛杜丽出现在了看台观战庞伟
的比赛，但二人都行色匆匆，拒绝
了媒体的采访， 最终还是庞伟迫
于媒体的追问， 终于说出了人们

期待已久的一句话——
—“我和杜
丽领证了！ ”
奥运男双冠军傅海峰有儿子
了！ 这条消息还是李永波在 2009
年某综艺节目上爆出的， 当时他
突然指着人气很旺的男双名将傅
海峰说：“像他这种有个 18 个月
大的孩子的……”此言“揭发”了
傅海峰早在北京奥运会前已经结
婚并当了爸爸。 傅海峰解释说：
“我老婆是辽宁人。 我结婚后，除
了打比赛一般都戴结婚戒指呀。
儿子名叫傅子瑜，眼睛很大，鼻子
尤其像我，简直可以拍广告了。 ”
(任重)

大运中国团回应开除运动员:

五选手违反作息

被劝退
17 日国内一些媒体爆出中国大运会代表团
因私自出村开除游泳队运动员的消息， 中国代表
团 17 日晚对此事件作出回应，承认的确有游泳运
动员离开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对随队记者发布了通知， 通知
说：“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赛进行到第
五天， 中国大学生游泳健儿肩负起了为中国大
学生体育代表团争金夺银的重任。 截至到 17 日
晚，共获得 4 枚金牌 3 枚铜牌，并 3 次打破赛会
纪录的好成绩。 但在开赛前出现了 5 名运动员
违反作息管理规定的事件， 代表团为了加强管
理， 当时就作出了对这 5 名运动员劝其退赛的
处理。 ”
记者最早是向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席杨
立国求证此事，杨主席并不了解情况，但立刻跟
负责游泳队的有关人员进行了联系， 得知确实
有游泳队运动员离开大运村。 详细了解情况之
后最终得知， 在开赛前有 5 名游泳队运动员因
为违反了作息时间有关规定而被劝退。
中国代表团还是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 虽然
规定和执行都非常严格， 但考虑到运动员都是学
生，达到警诫的目的就足够了。因此并没有公布具
体名单，也没有详细说明事情的经过。也希望运动
员能够引以为戒， 本着运动员改过就是好学生的
原则，暂时对此事件的具体内容保密。
(单磊)

穆里奇昨晚航班

返巴西
恒大为其特批 7 天假期
穆里奇真的走了， 而且是昨天晚上离开广
州返回巴西。 广州球迷不用担心，穆里奇这次离
开并不是不再回来。 恒大俱乐部高层和教练组
经过研究决定， 特批穆里奇 7 天假期回巴西调
整身心。
穆里奇自从被中国足协重罚停赛五场之
后，情绪就一直不太稳定。 尽管俱乐部官员多次
安慰他， 但心灵受到伤害的穆里奇依然难以接受
遭遇如此重罚， 他甚至向恒大俱乐部申请下赛季
转会离开中国足球。 恒大俱乐部正尽最大的努力
安抚和挽留穆里奇。 四万多广州球迷在前天的穗
深之战中也拉起横幅，共同高呼穆里奇的名字，对
这位巴西前锋进行挽留。
尽管如此，但穆里奇的心情依然非常低落，前
天在现场根本就无心观战， 而且在场下的他是一
直板着脸。为了让穆里奇尽快冷静下来，也让他更
快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重新投入到恒大队中向
着联赛冠军冲刺。 广州恒大俱乐部高层和教练组
研究后决定， 特批穆里奇一周的假期返回巴西调
整。
据悉穆里奇于 20 时 30 分从天河的公寓动身
前往机场，然后先搭乘航班到卡塔尔多哈，最后再
从多哈飞巴西国内。如果按照这个行程，穆里奇很
有可能和此前回巴西养伤的克莱奥在 25 日左右
一同返回广州。
(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