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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宝$合个影%(/阿宝$签个名%(作为
香港自行车运动的领军人物$ 黄金宝所到
之处$都有海南车迷热捧%
黄金宝擅长于公路自行车赛$ 在师从
中国著名教练沈金康后成绩进步迅速% 他
曾在无数亚洲自行车大赛中夺得奖牌$亦
多次参与欧洲赛事$被香港传媒封为/亚洲
车神(及/自行车王子($而日本自行车界则
称其作/亚洲之虎(% 其职业生涯中$最著
名的是曾分别 ! 次获得亚运会公路自行车
项目金牌% !""& 年场地自行车世锦赛上$
黄金宝勇夺 )* 公里追逐赛冠军$这是中国
选手首次夺得自行车男子世界冠军%
面对阿宝的赫赫战功$ 海南车迷不吝
自己的热情% 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者$还是
天性顽皮的少年$人们纷纷抢着与他合影,
无论是带着签名簿的$还是带着衣服的$哪
里有空间$哪里就要留下偶像的签名%
/今年我状态不好$先是锁骨断了休整
了两个月$环湖赛又病了一场% 但是今天我
还是竭力冲刺$拿到赛段第三名$总算没有
辜负海南观众的热情% (阿宝抱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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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男子单打四强$中国名将王皓'王励勤'马
龙对日本选手岸川圣也形成合围%
王励勤将在 !0 日的半决赛中将对阵王
皓% 在男单下半区$日本选手岸川圣也半决赛
将对阵马龙% 在稍早结束的女单四分之一决
赛中$中国选手包揽四强$提前锁定金牌%
另外$在 !! 日进行的女双半决赛中$郭焱*
郭跃以 -+! 战胜队友丁宁*刘诗雯$ 决赛将面对
日本组合藤井宽子*若宫三纱子的挑战% 值得特
别关注的是$ 郭跃在 !! 日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中崴伤脚踝$ 虽然此后坚持打完 0 场比赛$但
从场上表现看$郭跃在移动上已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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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站.比赛 !! 日在盐湖城进入第二天并产生
- 块金牌% 没有领军人物王 助阵的中国队
夺金势头锐减$ 无一人跻身当天产生金牌的
- 项决赛$最好成绩为刘秋宏的第七名%
尽管当天个人单项战绩不佳$ 但在女子
0""" 米接力半决赛中$缺少了两员猛将王
和周洋 -因伤退赛. 的中国队以 - 分 )* 秒
0$- 的全场最佳成绩获得 !0 日的决赛权%
根据赛程$!0 日将进入本站比赛最后一
天$决出男'女接力'*"" 米及第二次 )*"" 米
的 . 项冠军% 中国女将有机会在 *"" 米和接
力项目上冲击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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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打造高端休闲体育平台
本报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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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倡棋杯中国职

业围棋锦标赛决赛三番棋首局比赛中$ 古力
执白战胜刘星%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将在 !* 日
举行$ 占得先机的古力有望成为继孔杰之后
第二位两获倡棋杯的棋手%
本次比赛是古力和刘星第二次在倡棋杯
决赛中相遇$ 两人也都是个人第三次进入倡
棋杯决赛% 古力在第四届比赛中以 !+) 战胜
刘星获得了冠军$而刘星则两次屈居亚军%
!* 日上午 / 点 0" 分$ 双方将进行第二
局对决% 如古力再胜$将获得 -" 万元的冠军
奖金和个人第二座倡棋杯冠军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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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届观澜湖高尔夫马拉松总决赛在海口举
行$经过 - 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来自海南青
少年高尔夫球队的韩雨廷以 .& 杆的总成绩
摘得冠军$获得高尔夫世界杯配对赛名额%
共有 )"" 名选手参加本次比赛$ 选手进
行一轮 )$ 洞的角逐% 徐青刚'林凌'吕政'利
祖毅'黄开文分别获得嘉宾组'常青组'女子
组'少年组和男子组冠军% 据介绍$本届观澜
湖高尔夫马拉松大赛今年首度在海口举办$
共吸引了近 *""" 人参赛%独特的赛制成为比
赛的亮点之一$ 在今年 - 月至 / 月的 * 个月
时间内$完成 )" 场选拔赛$再根据选拔赛的
成绩挑选出 )"" 名晋级名额$ 最终通过总决
赛决出总冠军% 本次比赛的举办将有利于推
动海南高尔夫运动的普及和发展%
开球仪式结束后$ 曾教授老虎伍兹的
世界顶尖高尔夫球教练汉克+哈尼在高尔
夫学院向 ." 多名青 少年学员进行 现 场 教
授和示范%

海口#因时尚而名扬四海$又因体育
而熠熠生辉%
一年一度的观澜湖国际名人高尔夫
球大赛$赚足世界眼球$时尚派对$流行
风向$ 已经远远超出了高尔夫球运动的
本身%
作为中国首批试水低空飞行的城市$
飞行员被允许驾驶直升飞机低空飞跃海
口上空$ 由此让海南岛真正成为了 &陆'
海'空(项目齐全的国际旅游岛%
而央视以新锐时尚著称的知名栏目)城
市之间*也将决赛的现场搬到了海口$从此
海口又多了一个让世界了解的便捷通道%


|
海口是一个国内少有的具有沿海'沿
江'热带风光特色的滨海城市$以及诸多
自然和人文景观集中的省会城市%
海口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口
利用生态优势$ 树立慢调健康生活理念$
通过打造慢行交通系统$ 把海口海景'江
景'山景'公园绿地等连接起来$凸显绿色
生态城市的魅力和低碳滨海城市品位$并

以此为基础开展时尚体育项目%
例如$海口滨海大道是一条按照时尚
标准打造的景观大道$这里有国家级的帆
船帆板训练基地$ 也有公共海滨浴场$还
有市民健身绿道%
没有政府的组织$ 没有协会的号召$
人们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自发聚集到
滨海大道$进行着适合自己的健康锻炼%
驻足海边$有业余摄影师的长枪短炮
对准帆船帆板$也有勇敢者在教练的带领
下$与专业运动员一起搏浪狂欢%
如今$绿道也已建成了$人们或是骑
车$或是行走$或是慢跑$总之$滨海大道
上的人们欢乐着属于自己的时尚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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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影星泽塔+琼斯来了$ 泳坛名
将菲尔普斯来了$港星张曼玉'郭富城也
来了$他们不是高尔夫球职业选手$但不
影响大家热爱运动的爱好$海口观澜湖世
界职业明星邀请赛就是一个聚集国际名
人的舞台$引领着时尚运动的潮流%
海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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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海口已经多次成功承办了

中国铁人大奖赛' 环岛大帆船拉力赛'
!")" 第四届海口热气球节暨 ,) 中国热
气球挑战赛' 国际职业搏击拳王争霸赛
等大型体育赛事$ 极好地提升国际旅游
岛的形象和海口的城市形象$ 推动了海
口的文化'体育'旅游等相关产业的长足
发展%
环岛自行车赛每年都经过海口$海口
也以最大的热情迎接各国选手$并向他们
展示海口最美的滨海景观,全国的帆船帆
板队每年都会来海口冬训$也带动了业余
帆船帆板运动的火热$而轮滑'街舞等新
兴项目也在海口蓬勃开展%
纵观海口承办体育项目$ 无一例外$
比肩时尚休闲前沿%
海口市文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凭借
优越的气候和过硬的场地条件$海口目标
定位剑指时尚休闲体育%
据了解$海口将把休闲体育运动与丰
富旅游产品作为一个亮点$下一步将充分
发挥海口北岸风光方面优势$重点多层次
开展游客亲水体验项目$致力于打造世界
级体育文体交流平台$以此提升海口城市
品牌价值和国际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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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志愿者授旗仪式暨
动员大会在海口举行$来自海南工商职业学院
的上百名学生将进入会前的紧张培训工作%
据了解$!")) 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将于
)) 月 )) 日至 )-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届时将有 ."" 多家中外文体企业参展%
为了做好展会的服务工作$ 体博会组委
会特招募志愿者为展会提供贵宾引导' 展览
接待'临时翻译'资料收集等志愿服务%

自觉投身运动$ 少了高端的高尔夫会员
制$多了平民高尔夫球场$开设了一家又
一家青少年高尔夫球练习场%
不仅仅是运动$海口还定期定址举办
高尔夫与旅游主题论坛$为高尔夫产业发
展搭建了一个高端的合作交流平台%
众所周知$ 海口早已明确提出打造
&世界高尔夫旅游目的地('&中国高尔夫
旅游之都(的战略目标$通过举办高端论
坛$在世界高尔夫目的地版图上$海口已
经牢牢占据中国高尔夫第一品牌高地%
效益是多重的$收益是广泛的$从时
尚体育到体育旅游$海口收获了更多的世
界认可%
据了解$ 从 !"#" 年首届旅游论坛成
功举办至今$海口境外游客接待量较往年
同期增长 !$%&'( 商务会议高端客源增幅
明显$ 全市星级酒店房价总体价格上浮
)*+左右$旅游市场凸显&高尔夫旅游新业
态(带客流的好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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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赛今天进入第四天$从三亚经东
线各市县到海口$赛事精彩纷呈$所到之
处成为欢乐的海洋% 据组委会统计$约有
四十余万人领略了环岛赛的迷人魅力% 环
岛赛$让四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裁判赞
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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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环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的举办$ 在海南掀起了一股自行车运动
热% 笔者从/青龙湖国际创意水城(获悉$
该水城明年将创建亚洲地区最大的自行
车嘉年华活动
据悉$由广东粤泰集团'天伦控股有
限公司强强联袂打造$计划耗资百亿元的
/青龙湖国际创意水城( 近日正式启幕省
会海口龙桥镇$打破海口资源旅游固有模
式$填补了海南省淡水湿地旅游资源合理
利用的空白$目前初步整体概念设计方案
已经完成$项目进展正如期顺利推进%
据了解$/青龙湖国际创意水城(以水
为主题$在生态环保的基础上$充分利用
了现有湖泊'湿地'丘陵'温泉等原生资
源$ 有机的将 /水之运动('/水之体验('
/水之休闲('/互动亲水(以及/水之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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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比利时的总裁判长蒂里+迪耶德
朗表示$ 他是第一次来海南参加环岛赛$
几天来的执裁工作让他对环岛赛有了一
个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对环岛赛交通安保
工作的层次之高感到吃惊% /即便是举世
闻名的环法赛的交通安保工作也比不上
环岛赛% (迪耶德朗说%
环岛赛组委会中公安'交警'公路'
交通' 卫生等部门的人员虽然来自不同
的单位$ 但在环岛赛期间就象是一个整
体$处理问题及时有效$为顺利比赛扫清
了各种障碍% 迪耶德朗说$让他这个总裁
判长指挥起来得心应手$非常轻松% 迪耶
德朗认真地说!/我准备在国际自行车联
盟的论坛上作专题发言$ 介绍中国海南

来自荷兰' 曾担任 !""/ 年环法赛总
裁判长的国际裁判马丁+布鲁恩则表示$
随着赛事的连续成功举办和逐步完善的
运作$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有望冲
击国际最高层次的比赛$成为国际上重要
的自行车运动赛事$这将有利提升海南对
外知名度和影响力% 他说$从今年比赛的
筹备和前四天比赛情况来看$赛事组委会
的组织统筹能力更强$各部门根据职责执
行工作指令也更加熟练$ 配合也非常默
契$与国际裁判的沟通也非常顺利,邀请
的运动员水平更高'实力相当'观赏性也
更强% 这些条件的成熟$将有力地推动环
岛赛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赛事$成为世
界了解海南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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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爱尔兰'环岛赛首届总裁判长迈
克尔+罗伯特说!/我是海南人民的老朋友
了$参加了几次环岛赛$每次来都有不同
的感受$我越来越感到环岛赛成了海南人
民欢乐的节日$成了一个嘉年华% 我们从
三亚出发时起$就有一大批当地的老百姓
自发地到起点观看比赛$为运动员摇旗呐
喊% 沿途每个村镇都有男女老少守候在路
口迎接车队% 每个赛段的终点站$也有一
大批观众手持摄影'摄像器材在等着队伍
的到来% (罗伯特说$让他感触最深的$就
是那些在乡村路边戴着斗笠或打着太阳
伞'抱着小孩的老人和妇女们$他们也是
环岛赛的参与者% 他们垫着脚尖在路边站
了几个小时$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当车
队通过时$年迈的老人与幼小的孩童都在

五个功能板块结合起来$ 形成集合休闲'
娱乐'展览'赛事'养生'商务为一体的世
界级水上乐园%
该水城的总体规划旅游休闲养生项目
水之运动板块引入了 1)'10' 皮划艇国际
赛事和表演赛事$ 将举办亚洲地区最大的
自行车嘉年华$ 既满足赛事要求又满足爱
好者观赏和参与的需求, 在水之体验和互
动亲水板块区域$ 该项目将打造水之博物
馆'水体育馆'水贝壳'未来水世界'水幕电
影'水幕年华等$实现娱乐'科普科教的有
机结合,而水之休闲'水之养生板块$将打
造水晶酒店'热带饮食文化体验'生命能量
中心'依云水榭'海岛之星'火山温泉养生
会馆等$为游客及运动员提供了集购物'休
闲'养生为一体化的高尚配套服务$经专家
论证整体初步概念设计方案新颖可行%

为车队加油欢呼,如果经过稍大一点的集
镇$更是人潮涌动$呼声澎湃% 罗伯特说$
只有节日才有这样的气氛$只有真正的快
乐$才有轻松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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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的国际裁判'本届环岛赛赛
事播报邱基金先生表示$给他印象深刻的
是车队所到之处市县接待工作都很周到'
细致$下榻酒店的硬件条件较前几届环岛
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服务质量也得到进
一步优化$为裁判员'运动员及保障工作
人员尽快恢复体力'进行下一赛段工作创
造了良好条件% 在每个赛段$都有市县政
府的领导亲临现场指导$ 推动工作落实%
车队到达终点后$ 各类保障人员各司其
职$在短时间内就能安顿好人员'维护好
器材$进行必要的收尾工作$效率很高$效
本报记者 123
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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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骑驴欢迎您(% 今天中午$当环岛
赛的队伍来到海口滨海大道时$海南省自行
车运动协会近百名车友打出了欢迎的旗帜%
陈振兴是中国香港队车手$曾参加全
国山地自行车赛屯昌站的比赛$直言海南
是他的福地% /我在海南第一次拿到分站
赛冠军$ 也在海南第一次参加公路多日
赛$相信会不断提高我的水平% (经过 - 站
的比赛$陈振兴目前个人排名第 )) 位%
吴圣海是海南自行车运动协会副会
长$已有近 0" 年的车龄% !""! 年$在他和
车友的倡议下$)" 名车友开始环岛之旅$
并用 * 天完成了全程$行程 $"" 余公里%
/你瞧现在的车多么轻巧$差不多要好
几万吧0 (看着陈振兴的高科技装备$吴圣
海禁不住感慨万千!/那时我们都骑的是
)""" 多元的车$ 天天要自己联系食宿$整
个后勤保障就是一辆皮卡车% (
陈振兴也有羡慕海南车友的地方%/海
南气候条件好$公路四通八达$一出家门就
可骑车$一年四季都可以玩%不像我们到处
找地方训练% (
老车迷有自己感慨$ 新车手有自己的
苦衷% 于是双方承诺!多交流$多沟通% 今
后合作机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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