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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杯"!"#$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第四赛段#海马汽车赛段$明天举行%

本赛段从文昌发车%途经定安至终点海口%

全长 $%&'(公里&本赛段依然是平地赛段%

冲刺能力强的荷兰禧马诺等车队有望继续
大展身手&

上午 #)时%车队将从文昌市文建路维
嘉大酒店门前出发& 在市区进行 !'(公里
的荣誉骑行后%比赛正式开始&本赛段设 &

个冲刺点&第一个冲刺点设在黄竹镇市场%

离起点 *+公里'第二个冲刺点设在雷鸣镇
中心市场%离起点 ,%-(公里'第三个冲刺
点设在定安县政府门口% 离起点 .,公里&

在离起点 (#公里处%设一个补给站& 平地
路段很难拉开距离% 终点冲刺时一般都是
集团冲刺%因此终点冲刺争夺冠军%以及抢
夺途中冲刺点的积分和时间奖励% 是比赛
争夺的焦点和观众观赏的看点&

预计约在 #&时 +&分% 车队将抵达海
口终点& 终点冲刺点设在滨海大道海口人
大会堂处& 本赛段由海马汽车冠名&

012345

6789:;<

\]T^

$"

"

!!

#_ !EAFG"

!在前几年的国际自盟召开的年会上常听
说中国有个海南岛% 海南岛有一个赛事组
织非常严谨(四年跳三级(水平很高的国际
自行车赛%从这开赛后的三个赛段情况看%

环岛赛的赛事组织(安保(交通(后勤保障
等工作水平已超过环意大利赛&"本届大赛
的总裁判长蒂里)迪耶德朗 #/012334

51262327$赛后对记者说&

蒂里)迪耶德朗%也是今年环意大利赛
的总裁判长% 他对海南今年环岛赛的赛事
组织给予高度评价% 尤其是在沿途每个路
口都安排了人员把守% 赛事安保工作井然
有序%赛道畅通无阻%观看比赛的群众人山
人海&

他说%海南沿途山水秀丽(风光如画(

道路整洁%身穿民族服装(自发观看赛事的
几十万群众面带笑容%摇旗呐喊%为运动员
加油鼓劲% 这种秀美的赛道风光和良好的
精神面貌让国外运动员深深感受到海南各
族人民重视环保(爱护生态环境%喜欢体育
运动等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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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杯"!8$$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
赛今天进入平地赛段%在第三赛段#兴隆至
文昌$的比赛中%荷兰禧马诺洲际职业队展
示了强劲的冲刺能力% 在大团集体冲刺中
该队有两名选手脱颖而出% 包揽了本赛段
的冠亚军& 冠军得主为汤姆)威勒斯%他在
&分 +&秒 &"的时间内骑行了 $%$'%公里&

本赛段过后% 拉脱维亚马赛洲际队选

手贾斯丁依然拥有黄色领骑衫% 并把领先
优势扩大到 ,秒& 阿斯塔纳队车手瓦伦丁
在今天的冲刺点中表现出色% 跃居冲刺积
分榜首% 同时拥有冲刺绿衫和亚洲最佳的
蓝衫%按规定%明天他将身穿绿衫出战& 由
于本赛段没有爬坡点% 拉脱维亚马赛洲际
队安东玛奇继续穿着圆点衫&

$!!名车手上午 $"时从兴隆出发& 出
发不久就上了高速公路%路面平整宽敞%队

伍快速行进%场面波澜不惊&不断有选手尝
试突出大团%但都无功而返&过了设在龙滚
镇的第二个冲刺点后%,&公里处% 有 &名
选手成功甩开大团%领骑了很长时间&荷兰
禧马诺队和拉脱维亚马赛队轮流领骑大
团%他们稳稳控制住节奏%并不急于追赶&

昨天的比赛过程中% 赛事信息播报有点滞
后&今天的播报很及时%车手们可以及时了
解行驶状况& 因此大团即使最多时落后 &

分多钟也不急不躁% 看到时机成熟才发力
追赶%终于在离终点 $"公里时%抓住了突
出去的 &人小分队&

拐过文城文建路的一个大拐弯后%车
手们发力向终点冲刺%争夺十分激烈&离终
点不足 !""米时% 车手在超越的过程中发
生了撞车事故%十几名车手倒地%个别选手
受伤较重& 荷兰禧马诺洲际队选手威勒斯
和哈穆尔没有受到撞车事故的影响% 他们

从大团的后面发力追赶% 超越了一个个对
手& 威勒斯稍稍领先哈穆尔% 率先冲过终
点&哈穆尔有点不走运%他连续两个赛段屈
居亚军&

明天的第四赛段比赛从文昌至海口%

全长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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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环岛赛第三赛段比赛开赛前%

效力于荷兰禧马诺车队的中国车手韩峰对
本报记者说*!我们车队是参赛 $.支车队
中冲刺实力最强的%今天的比赛看我们的
了& "比赛结果%禧马诺车队两名车手包揽
了冠亚军&

!冲刺是我们的强项%赛前我们就在这
个赛段夺冠的目标% 并制定了相应的战

术&"冠军威勒斯说%!我能夺冠离不开团队
的配合%至于我们使用了哪些战术和策略%

我不便透露& "

哈穆尔连续两个赛段拿亚军了%!运气
是不太好& 不过%今天是队友夺冠%我不像
昨天那么郁闷& "哈穆尔说%!也许%下一站
到我拿冠军了吧& " 哈穆尔绝对有机会夺
冠%他的冲刺能力并不比威勒斯弱%在去年
的环岛赛中%他曾拿下四个赛段的冠军&

接下来的几个赛段都是平地赛段%威
勒斯说*!平地赛段就看我们的表演吧%我
们会发挥冲刺的优势% 争取多夺几个赛段
冠军& 至于冲击个人总成绩冠军% 看情况

吧%赛事后段还有爬坡%如果我们在平地赛
段能积累起一定的优势%也许有机会& "

谈到来自中国的队友韩峰%哈穆尔说*

!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在队里人缘不错%

大家都喜欢他& 虽然他不能像我们一样站
上领奖台%但他在队里的作用不可小视&我
们需要他& "

本报记者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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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今天中午%环岛赛第三赛段比赛中发
生撞车事故%十几名车手连环相撞相继倒
下%车手不同程度受伤%其中 $&号西班牙
健乐士队车手古铁雷斯锁骨骨折%已肯定
无法参加余下比赛&

中午约 $&时 +&分%比赛进入最后的
冲刺& 离终点不足 $+"米了%第二排的车
手从左侧强行超越第一排& 突然%一名荷
兰禧马诺队车手的车子一横%后面车手撞
了上来%后面的车手躲避不及%纷纷撞车
倒地& 车手都不同程度地受伤%大多数车
手不顾伤势% 爬起来后继续完成比赛%但
一名日本车手放弃比赛%当场上了救护车
送往医院&

赛后% 二号裁判荷兰人马丁向记者

证实%$& 号西班牙健乐士队车手古铁雷
斯被诊断为锁骨受伤%铁定退出比赛& 那
名放弃比赛的日本车手看起来伤情并不
如古铁雷斯重% 据了解% 他只是有些担
心%车队于是决定送他去医院拍片检查&

因为他中途退赛%按规定%他不能参加本
赛段余下比赛&

文城的这个路段为环岛赛事故多
发路段% 以前的环岛赛就发生过撞车
事故& 这里是一个大拐弯后进入直道%

冲刺时车速太快% 容易发生事故& 不
过%马丁说%他不认为这里的赛道设计
有问题%!撞车不是赛道的原因% 这里
的赛道很好& 在这里撞车只是巧合%要
知道 % 撞车在自行车比赛中经常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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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衫得主贾斯丁今天又把领先优势
扩大 !秒%第三赛段过后%他领先第二名
瓦伦丁 ,秒& ,秒% 贾斯丁说*!优势已不
小%我还会继续扩大优势& "瓦伦丁说*!,

秒不算什么%我会追回来的& "

照每次都是大团冲刺的形势%大家时
间都相同%要追上 ,秒的确不太容易& 幸
好还有一个冲刺点名次的时间奖励可以
争% 终点冲刺前 &名可分获 $"秒(%秒(*

秒的时间奖励' 冲刺点前 & 名可分获 &

秒(!秒($秒的时间奖励& 瓦伦丁说*!的
确%往下这几个赛段%抢夺冲刺名次非常
重要%我会尽力靠冲刺来缩短与领先者的
距离& "瓦伦丁现在是绿衫拥有者%是目前
的 !冲刺王"% 他绝对有抢夺更多冲刺积
分& 海南路面条件%也让瓦伦丁!冲刺"的

信心十足%!海南的公路宽畅平整%比欧美
的路还要好%有利于冲刺& 在海南的路面
上%冲刺的感觉非常爽& "

贾斯丁目前在冲刺积分上排名第
二% 仅落后瓦伦丁 *分% 冲刺实力也不
弱%!我不怕后面的追兵%要拼冲刺就来
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的& "贾斯丁说%

!别忘了%后面还有爬山的路段%我可是
在第一个赛段后穿上黄衫的% 那个赛段
就有爬山& 而且在第二个难度最大的爬
山路段%我的优势进一步扩大& 现在%我
处于有利的位置% 也摸清了对手的实
力% 我想我可以憧憬最终的冠军了%为
什么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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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赛的安保全面% 保证了赛事顺
利进行%接待有序%选手十分满意& 通过环
岛赛提高了海南岛的知名度&"本届赛事技
术顾问(赛事播报(我国著名裁判邱基金今
天对南海网记者说&

邱基金告诉南海网记者%环岛赛六岁%

环法赛百年%这两个赛事不具有可比性%但
环海南岛公路自行车赛在短短两年时间%

就成为亚洲顶级赛事%这是十分少见的%说
明环岛赛有其自身独特的优势% 而且跟海
南的重视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环岛赛的安保措施十分全面%交通(路况
等都很好%确保了赛事顺利进行%可以说环岛
赛的安保无可挑剔&在接待方面%海南充分考
虑了国内外参赛运动员和嘉宾吃(住(行等方
面的需求%他们对接待方面很满意&

环岛赛在路线挑选(安保措施(交通管
制等方面都做得很好% 通过举办这种大型
赛事%可以提高海南的知名度%提高海南的
旅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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