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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难的。
国际帆协对于这种航行有严格的

规定：水手必须是独自一人驾驶纯靠
自然力量驱动的帆船（可以使用电力
导航照明等），航行期间不得靠岸、接
受外界器材或生活用品补给等，航线
起始点必须同为一处，不得通过人工
运河等路径点，必须经过非洲好望角
和南美洲合恩角等地，且至少跨过赤
道一次并横穿过全部子午线，总长度
不少于21600海里。

世界上第一个完成间
断单人航行的，是1896年
的一个美国人 J o s hu a
Slocum，相对比较容易，
它可以靠岸补给休整。我
们山东驾驶“日照”号帆船
航行的航海家翟墨，就属
于这种类型。而世界上第
一个完成不间断环球航
行的，则是 1968年的英
国人罗宾爵士。目前为
止，世界上完成单人环球
航行的人有两百多，其中
“不间断航行”只有七十多人。远比登
上珠穆朗玛峰的人要少，可见其难度
有多大了。
挑战单人不间断全球航行，此时

的郭川在技术方面是有信心的。因为
他参加过沃尔沃帆船赛，知道南大洋
是怎么回事，又经历过迷你形的大西
洋单人航海，知道单人单船要面对的
是什么，问题是把距离放大到环球，要
克服新的困难和学会新的东西。这时
候，他问法国国家队的教练、朋友阿
兰：能不能找到相关的专家帮助。阿兰
与优秀的航海气象导航专家、沃尔沃
赛事的高级顾问克里斯蒂安相熟，约
好见面详谈。

那一天，他们如约在阿兰家里聚
会，相互介绍之后，郭川开门见山地
说：“我想做一个不间断航行，请你帮
助筹划一下，怎样才能做好呢？”
克里斯蒂安充分了解并信任郭

川，思考了一下，给了他一个非常重要
的建议：“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世界纪
录，这个纪录现在还没有人完成。”
“哦，什么纪录？请你说明。”郭川
眼睛亮了。
“单人不间断环球航行的世界纪
录，是按船的长度分成三
类：第一类不限级别，第二
类是60和60英尺以下，第
三类是 40和 40英尺以下
的。当下前两项已经有人
做过了，唯独40英尺的还
是空白。”
外国选手挑战纪录，

一般来说更愿意挑战那些
大船，尤其是那种一百英
尺以上的双体船和三体
船，但是对郭川来说，选择
那些价值上千万欧元甚至

几千万欧元的大船，显然不是明智之
举，反而小船既经济又还没人做过。
“好啊!我就做这个40英尺的!”
没想到，第一次见到克里斯蒂安，

就得到如此明确而宝贵的提议，郭川
兴奋异常。他感到梦想找到方向了，而
且不仅是他个人的梦想，也将是中国
人在海洋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此，他接着咨询两个问题：“第

一、我想从中国青岛出发和结束，这
样对我的祖国有益，可以吗？第二、这
是否就是一项国际认可的世界纪
录？”

明日关注：“这个好办，我帮你向
世界帆船纪录委员会去确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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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也聊聊单位里的鸡零狗碎。
每当这时他的急切反应往往又过了
头，然而他天性是如此热烈的一个
人，尤其是在和人意见发生分歧时，
他一定会是最后总结陈词的一个。
其实他就是想说说话。尤其想和

她说话。结婚数年，他竟然还如此渴
望交流。
也是旷日，因此持久。
他偶尔也强迫自己干点家务，但

终究还是粗心闲散惯了，而且她也无
可无不可并不硬性摊派，
渐渐就能偷懒则偷懒。自
问多年来其他方面也没
什么值得指摘之处，下班
后按时回家，周末也不太
和朋友喝酒——— 他在这
个 城 里 相 交 本 就 有
限——— 平时还是宅在家
里居多。一起去超市菜场
电影院也是有的，无事的
时候，他坚持从后面抱着
她睡也就睡了。她骨肉匀
停，正好一把抱个满怀，
他有时候设想，目光穿透被窝，大概
就是一只大虾严丝合缝地搂着一只
小虾。他柔情蜜意起来就叫她虾。
然而野外的小虾却也是极其容

易受到惊吓闪退回石头缝隙间的物
种。那么羞怯和敏感的小动物，拒绝
时刻保持活泼愉快的状态。他有时会
想起自己幼年从池塘捞起的虾米，总
是养着养着就泛白浮起死掉。养鱼也
是如此。她的确也像某种水生动物，精
巧，好看，体温偏低，说不上是冷血还是
娇气。很久都不生病，一旦病起来便无
计可施。他从来都摸不准她心底真实
想法，比如刚才流泪这件事。他只能
强迫自己相信她真的是扔了洋葱。

然而他有时候问自己，对她持续
的关注与好奇，也许这不过因为桩桩
样样熟知之后，总有一点摸不准，吃
不透的地方？并不多，就是那么一点
点。因为似乎不影响他人，只和性格
有关，她可以不必解释。他就从来不
得其门而入。
但这门也许是她故意关上的。也

许。
结婚第三年他暑假回了一趟北

京看母亲，回来还有半个月无事可
做，突然来了兴致说起婚
后一直没度蜜月，不如去
老挝越南消磨余下的十多
天假期。她答应了，也和单
位请了年假。据说越南美
奈的海鲜有名，同时兼有
壮阔的海滩和无边海景。
去了以后才发现这座小城
的特色就是海岸线长，所
谓城市，根本整个就是沿
着海边公路修了两排度假
别墅和饭店，区别只在靠
近海岸的旅馆偏贵，路另

一边的便宜。她本来提议住在海边听
海浪声，但最后他们还是选择路这边
的酒店住下，折衷方案是每天都去路
那边的海边排挡吃饭。也是他提议
的，理由听上去很充足：睡得太靠近
海可能夜里风浪声太大，本来她睡眠
质量就不算好。而海边的大排档客人
多，海鲜周转快，材质比较新鲜。大事
小事，只要他拿定主意，她通常不再坚
持，看上去似乎也是心情愉快地，被动
地被他的热情裹挟着往前走。

明日关注：也是那一次在美奈点
了龙虾刺身，他才会像小男生一样雀
跃地指着案板上肉壳分离的牺牲者：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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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联赛四连败的青岛国信双
星男篮终于等来好消息。顶替兰佩
的大外援詹姆斯·梅斯已经于1月9
日深夜抵达青岛。他能否赶上当天
晚上国信双星男篮主场对阵吉林东
北虎队的比赛就要看俱乐部这边是
否能在最快时间将他的登场手续办
理妥当。
国信双星最近四轮比赛接连输

给北京双雄、福建和浙江。这波连败
来得并不意外，毕竟，大外援兰佩在
这四场比赛中只登场了不到 10分
钟的时间就再次伤退，球队基本以
单外援阵容出战。在如今联赛各队
基本还是靠外援打天下的形势下，
国信双星的确是一胜难求。
困境之下，国信双星果断作出

更换大外援的决定。上赛季效力于
NBL贵州森航的詹姆斯·梅斯最终
被教练组看中。这个黑大个上赛季
在NBL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内线篮
板控制力强，也有一定的得分能力。

唯一令球迷担心的是，他对于CBA
的对抗强度是否能够适应。毕竟，他
此前短暂效力北京首钢时，留下的
印象并不美好。
梅斯已经于 9日深夜抵达青

岛，俱乐部也抓紧给他联系体检并
办理参赛手续。如果一切十分顺利，
不排除梅斯赶上 10日晚对阵吉林
队的比赛。此前受到流感侵袭的张
骋宇已经于上轮复出，如果本轮再
能迎来大外援梅斯，那国信双星的
战斗力将得到极大提升。考虑到吉
林队不算联盟强队，并且战绩（6胜
19负）比国信双星还要差，主队没
有理由不在这个对手身上结束连
败。
当然，吉林队也并非不堪一击。

内线外援兰德里加外线的韦弗都
曾有过在休斯敦火箭队打球的经
历。并且，首回合主场面对国信双
星的时候，吉林队取得了一场酣畅
淋漓的大胜，兰德里和韦弗合砍81
分。这次主场再战这个对手，国信
双星必须要对这两名前火箭球员
严防死守。

北京时间1月9日，足球数据统计网
站“football data base”发布了新一期
世界足球俱乐部排行榜。在亚洲俱乐部
方面，恒大积1584分，排名亚洲第6位，
与上期排名相比上升1位。恒大在世界
范围内排名第123位，较上期提升1位。
此外，共有10家中国俱乐部跻身亚洲俱
乐部排名前100位。
在排名中，亚洲第一是2017赛季亚

冠联赛亚军、沙特豪门阿尔希拉尔，韩国
全北现代排名第2位，日本鹿岛鹿角排名
亚洲第3位。而除了排名亚洲第6位的广州
恒大，还有9家中超球队进入亚洲俱乐部
排名TOP100。上海上港亚洲第19位；鲁能
排名第41位；国安排名第45位；富力、苏宁
并列第62位；华夏幸福第67位；权健第76
位；申花第87位；亚泰第96位。 综合

巴萨烧了3.1亿欧元
创足坛单季转会纪录

谁是足坛最能花钱的球队？在本赛
季之前，恐怕不会有人提及巴萨的名字。
但是，随着巴萨花费1 . 6亿签下库蒂尼
奥，本赛季的巴萨已经成为了足坛历史
上单赛季引援花费最多的俱乐部。
在去年夏天，巴萨花费1 .05亿欧元

签下登贝莱，此外还花费4000万签下保
利尼奥，3050万签下塞梅多，1200万买回
德乌洛费乌，500万买下马龙，再算上刚
刚签下的库蒂尼奥，巴萨在这个赛季总共
花费了多达3 .125亿欧元！这也创下了足
坛历史上，俱乐部单赛季引援最多的纪
录。此前,这个纪录是皇马在2009~2010
赛季创下的2 .574亿欧元的纪录。但本赛
季的3 .125亿欧元不是巴萨的终点，据西
班牙媒体透露，巴萨已经以1200万欧元
的转会费拿下哥伦比亚中卫米纳达，巴萨
的转会纪录或许会再次被刷新。 综合

国信双星今对阵吉林，新
援已抵达青岛有望登场

亚洲排名恒大第6
中超10队进前100

■链接
国信俩新星入选全明星星锐赛

CBA联赛在结束本轮争夺后，将进入一个
短暂的休整期。期间，将进行CBA全明星周末
活动。记者了解到，青岛国信双星男篮的两名
年轻队员丁皓然和刘鸿博将参加本次在深圳
进行的全明星周末活动。两人都将参加星锐
赛，而丁皓然还将参加扣篮大赛。
今年的CBA全明星活动将于本周末在
深圳大运中心体育馆上演。13日也就是周
六晚将进行星锐赛。国信双星的丁皓然与
刘鸿博已经入选了星锐赛阵容，而小丁还
将参加扣篮大赛。这也是继唐海参加2015
~2016赛季CBA全明星扣篮大赛后，青岛男
篮为全明星周末送出的第二位扣将。除了
丁皓然以外，曾两扣99分夺冠的王潼将重
回扣篮大赛，去年曾参加扣篮大赛的刘天
意和冷振铎也再度回归，今年的扣篮大赛绝
对值得期待。
除了扣篮大赛，参加今年三分球大赛的
球员名单也堪称豪华。上海队外援弗雷戴特，
以及新疆队的外援亚当斯将直面对话，而全
明星正赛将于1月14日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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