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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天 !个赛段 "#$$公里的激烈
角逐#$三亚杯%%$""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
行车赛今天在三亚落下帷幕& 本届环岛赛
竞赛场面精彩纷呈' 组织运行务实高效&

天公也作美'比赛期间天气良好'使得比
赛顺利(安全(圆满地结束& 参赛运动员(

裁判员们都对环岛赛交口称赞'他们纷纷
表示'明年还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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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环岛赛有 "!支车队参赛' 其中
包括一支现役环法车队阿斯塔纳职业队(

&支洲际职业队('"支洲际队& 从车队阵
容来看'本届环岛赛开赛前就被视为历届
环岛赛中整体水平最高的一届& 许多专家
预测'竞争将非常激烈&

比赛过程印证了专家的预测'!个赛
段的比赛' 几乎每个赛段都有黑马杀出)

前 (个赛段'每个赛段的冠军都是不同的
面孔) 各累计成绩奖项的积分一直紧咬'

领骑衫争夺的悬念到最后时刻才揭开&

阿斯塔纳队是公认的强队'但比赛开
赛后'他们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直到倒数
第二个赛段才发力超越对手'奠定夺取最
大的奖项个人总成绩冠军的大局& 后发制
人固然是阿斯塔纳的策略' 但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本次比赛强队不少'他们才不敢
过早发力& 个人总成绩冠军瓦伦丁*伊格
林斯基成功卫冕'对比两届比赛'他坦承'

本届比赛整体实力比上届更强'竞争更加
激烈'他夺冠的路程更为艰难&

阿斯塔纳队固然强大' 但荷兰禧马
诺(西班牙健乐士队(拉脱维亚马赛等队
都有精英车手与其抗衡'团体总成绩冠军
还被西班牙健乐士队夺走& 翻看本届环岛
赛的参赛队伍名册'能看到曾在各项$环
赛%中夺冠的车队和车手的名字'本届环
岛赛的水平之高可见一斑&

本届赛事的总奖金额 )* 万美元'为
历届环岛赛最高'也是亚洲顶级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事中最高的& 而本届环岛赛竞技
水平之高'也不辱亚洲顶级的称号&

在如此高水平的竞争中'中国国家队
展现出积极进取的姿态'并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让各国车手刮目相看& 其中王美银
夺得个人总成绩第四名( 亚洲最佳第二
名'马海军夺得过赛段亚军& 中国队参加
了历届环岛赛' 以前也有过闪光的时刻'

但论持续的(整体的表现'以参加本届赛
事的这支中国队最为出色& 考虑到环岛赛
竞技水平已大幅提升'显然'中国队本届
赛事的成绩$含金量%更足& 环岛赛等国际
赛事的举办'让中国队得到更多与高水平
职业队同场竞技的机会' 提升了竞技水
平'丰富了比赛经验& 环岛赛'见证了中国
自行车竞技水平的进步&

环岛赛的竞技水平在提升'但比赛线
路却变化不大& 环岛赛的参赛车手大都是
四处征战的职业车手' 许多车手反映'环
岛赛的比赛线路'对于他们来说'似乎难
度和挑战性不够'最明显的是爬山难度不
够高& 本届比赛的$爬山王%高朗托说'环
岛赛的爬山路段再多一些再难一些就好
了& $冲刺王% 哈穆尔也为高朗托 $抱不
平%'他说'高朗托是$爬山王%'但总成绩
却落后很多' 说明环岛赛的爬山难度不
够& 如果环岛赛的爬山更难一些'那些爬
山能力强的选手也有更多的机会角逐总
成绩冠军& 看来'环岛赛今后得在提高比
赛线路难度上动些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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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对环岛赛的印象' 参赛运动员(

裁判员都对组织运行工作竖起大拇指&

来自比利时的总裁判长蒂里*迪耶德朗
表示' 环岛赛交通( 安保工作的层次之
高'让他吃惊&曾担任 +,$!年环法赛总裁
判长的国际裁判荷兰人马丁*布鲁恩表
示'本届环岛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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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著名的国际
裁判(本届环岛赛赛事播报邱基金表示'

本届环岛赛给他印象深刻的是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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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环岛赛的领骑
衫得主瓦伦丁(哈穆尔(高朗托在被记者
问到对环岛赛的印象时' 首先也对组织
工作大加赞赏&

迪耶德朗说!$即便是举世闻名的环
法赛'其交通安保工作也比不上环岛赛& %

这不是过誉之词' 中国举办大型赛事'都
会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交通管制(安全
保卫等工作的许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让
$老外%大开眼界& 环岛赛也不例外&

环岛赛举办了六届' 环岛赛组织运行
团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指挥更加得力'执
行更加到位'运行更加高效& 诸如公安(交
警(公路(交通(卫生等部门的人员虽然来
自不同的单位' 但在环岛赛期间就像是一
个整体'处理问题及时有效'为比赛顺利进
行扫清了各种障碍&环岛赛的举办'也培养
出了一批操作大型体育赛事人才' 在环岛
赛组织运行的许多环节上' 他们可以说驾
轻就熟&而有些更为专业性的工作'则承包
给专业公司运作'提高了水平和效率&

但在环岛赛的组织运行中'细节上处
理得不够好的事情并不少见& 比如'白板
裁判+信息裁判,不够专业'在比赛期间出
现过信息提供不及时的失误'让车手错失
良机)告示信息量不足'一些本来很容易
处理的事情也要手忙脚乱)翻译数量和水
平不够'让沟通上出现障碍)个别食宿点
食品供应量不足或不及时等等&

环岛赛的组织运行是一个庞大的系
统'不足或遗漏在所难免& 但正因为是庞
大的系统'某个细节处理不好'有可能会
影响全局'影响到比赛的声誉& 细节反映
出水平'细节可以决定成败'环岛赛的组
织运行' 还需要在每一处细节上下功夫&

而要处理好每一处细节'需要更多的专业
人才'提高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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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岛赛已实现了$亚洲顶级%的目标'

但离$国际一流%还有不小的距离& 本届环
岛赛期间'总裁判长迪耶德朗在面对记者
$环岛赛何时升格为世界级%的问题时'回
答说$至少需要 -年%& 国际裁判邱基金认
为'环岛赛虽然已是亚洲顶级'本届比赛
的奖金也是亚洲最高'但恐怕还不能称为
亚洲最好'历史更久(运作更成熟的环兰
科威赛的声誉和吸引力要比环岛赛更高&

升级'也许并非环岛赛的当务之急'扎扎
实实打好基础'不断提高环岛赛的竞技水
平和办赛质量'升级才能水到渠成&

环岛赛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媒体提及的比赛难度(线路设计(举办时
间等问题'组委会其实已在考虑'会做出
调整和改变&

大的改变也许会有实际困难' 但局部
的改进完全可行&在采访环岛赛期间'记者
听到一些建议' 比如! 邀请多几支环法队
伍'进一步提高竞技水平)请来更多的国外
裁判'让执法队伍更专业)像环法中常见的
设一个终点在山顶的赛段' 比赛难度会大
大提升)设一个个人计时赛段'让比赛内容
更丰富更有观赏性)绕城赛方便市民观看(

观赛气氛热烈'不妨多办&

公路自行车运动近几年在我国发展
迅猛'$环赛%举办热潮方兴未艾& 环岛赛
具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优势'在众多
$环赛%中独具魅力不可替代& 环岛赛一年
上一个台阶' 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扩大&

如今第六届环岛赛在竞技水平(组织水平
等各方面又有明显的提高和进步& 我们有
理由相信'随着不断改进和提高'环岛赛
会越来越好'会实现国际一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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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因冠军而精彩'因离别而伤感&

但是'车手在天涯许诺'期待再相聚&

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自 %$$(年
开始办赛'只用 )年就升至亚洲顶级赛事'(

年后的今天'环岛赛已经成功邀请到环法车
队参赛'市场运作也已经有了积极的尝试&

环岛赛执委会主任范晓军表示'环岛
赛就像是一个流动的广告' 车队所到之
处'带来了竞技体育的激情'引来了海南
百姓的欢呼'带走美好的海南记忆'向世
界传播了海南岛的美丽风情&

环岛赛的成长' 离不开裁判与车手'也
离不开热爱自行车运动的普通人&还记得办
赛之初' 有外籍车手提议要吃正宗的西餐'

也有车手需要更加通畅的赛事播报--在
今天'第六届环岛赛闭幕之际'环岛赛收获
了久违的赞誉'而且是从心底发出的感谢&

国际裁判马丁*布鲁恩赛后表示'环
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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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禧马诺车队的汤姆威勒斯说'环
岛赛赛事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可算得上是
亚洲最好'尤其是环岛赛车队与组委会沟
通方面做得很好' 赛段设计得也很好'既
有山路又有城市道路'同时安保方面也做
得不错&

此外'环岛赛组委会中公安(交警(公
路(交通(卫生等部门人员协调有序'工作
环环紧扣'出现问题'处理及时'保证了比
赛顺利进行&

环岛赛执委会副主任陈亚俊说'环岛
赛自开始就秉承了$亚洲顶级(国际一流(

每年一届%的办赛目标'各方的赞誉是进
取的压力'也是前进的动力'下一步将在
市场化运作方面争取有新的突破&

范晓军表示'环岛赛在宣传推介国际旅
游岛方面已经产生出聚集与放大效应'当之
无愧成为海南对外宣传的一张响当当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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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天的激烈征战'

这些昔日的对手今天中午平和地坐在一
起' 共同分享环岛赛带给他们的快乐'并
表示明年还来海南比赛&

来自荷兰禧玛诺洲际职业队的哈穆
尔已近而立之年'但神勇不减当年& 在去
年的环岛赛上' 他凭借出色的冲刺能力'

获得了 -个赛段冠军&由于今年第一赛段
就安排了两个爬坡点'不擅长爬坡的他被
拉下 -分多钟&正当大家都以为他状态不
佳时' 在平地赛段他发挥出色' 获得了 )

个赛段冠军& $明年我就要参加环法了'大
家可以在电视上看到我& %在今天的记者
见面会上' 哈穆尔透露了这个天大的喜
讯'并表示争取明年还来参加环岛赛&

来自西班牙健乐士洲际职业队的高
朗托很早就将圆点衫穿在了自己身上&

当记者问他是海南的山好爬还是他的水
平太高时' 他回避了记者的发难'$海南

的山也并不好爬'全在于努力得来& %高
朗托建议'环岛赛终点都在平地'能否借
鉴环法赛'将终点设置在山上'好让爬坡
选手有更好的发挥& 这个建议被组委会
认真记录下来' 连平地好手哈穆尔也表
示赞同& 赛事顾问邱基金反问哈穆尔'

$这样对你并不是利好& %$没关系'大家
都能发挥水平才是公众认可的大赛& %哈
穆尔大度地说&

尽管只有 ./0%米'但瓦伦丁丝毫也没
输给 ./*$米的大个子们& 这位只有 %0岁
的选手'已先后参加环意赛(环西赛'并取
得过不错的成绩&$环法赛.那只是迟早的
事& %瓦伦丁显得相当自信'/我感觉我的
状态还没有达到巅峰' 目前只发挥出八
成& %连续两年环岛赛个人总冠军这样评
价自己& $如果大会明年邀请'我还想来海
南比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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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昨天以较大优势获得赛段冠军后'瓦
伦丁*伊格林斯基还谦虚地说个人总冠军
还不知花落谁家&但在今天结束最后一个
赛段的比赛后'来自阿斯塔纳职业队的瓦
伦丁终于笑到了最后' 并第二次在环岛
赛上获得个人总冠军& 中国队创造了环
岛赛个人最好成绩'.*.号王美银获得第
四名&

今天进行的三亚赛段是 %$..年环海
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闭幕战' 比赛为绕
圈赛' 选手们围绕三亚湾骑行 (圈' 全程
**/%公里&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争夺'来自
禧玛诺洲际职业队的肯尼*万*哈穆尔率先
冲线'成绩为 %小时 .分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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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亚杯%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
车赛'今晚在三亚落幕&

.!支中外车队在 ! 天时间完成总里
程约 .&$$多公里'!个赛段的比赛' 呈逆
时针方向绕行海南岛全部 .*个市县&

最终'整个赛事的 )*万美元奖金各有
其主' 阿斯塔纳职业队获得亚洲最佳团体
奖'得到 ($$$美元的奖励)西班牙健乐士
洲际职业队获得团体总成绩第一' 获得
*-$$美元的奖励)阿斯塔纳职业队的瓦伦
丁*伊格林斯基获得个人总成绩第一'得到
%!$$$美元的奖励) 中国国家队的王美银
也取得了个人总成绩第四的好成绩' 获得
-$$$美元的奖励)三亚市获得本届赛事的
卓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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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第二届亚洲 1.(男篮亚
青赛在越南结束&在引人瞩目的决赛争夺中'

实力强劲的中国国青男篮以 !%!-%再次战胜
韩国 1.(男篮& 这样'中国队以 !战全胜的
骄人战绩成功卫冕 1.(亚青赛冠军& 韩国队
屈居亚军&在第 )名争夺战中'日本队以 !&!

*.战胜菲律宾队&

四节的具体比分为 .-!*(%-!.-(%-!.!

和 %0!.$+中国队在前,& 本届 1.(亚青赛中
国队并未遇到太大挑战' 半决赛轻取日本队
后'中国队获得明年 1.0世青赛入场券& 中
国队决赛中的对手是韩国队' 两队在之前的
复赛有过交锋' 当时中国队轻松获胜& 韩国
队在一天前的半决赛战胜菲律宾队& 主帅吴
庆龙并未对首发阵容做出调整' 中国队的先
发五虎分别是赵继伟(于德豪(郭晓鹏(周琦
和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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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凌晨' 意甲将上演 $国家德比%'

由国际米兰在主场迎接尤文图斯的挑战&

面对意甲领头羊尤文图斯' 国际米兰队凶
多吉少&

在上周的欧冠和意甲取得两连胜后'国
际米兰多少找回了强队的状态& 但该队还未
完全恢复强队本色' 在本周中进行的意甲联
赛中' 他们艰难战平本赛季意甲头号黑马亚
特兰大队& 若不是队中替补门将最后时刻神
奇地扑出一个点球'国米连一分都很难获得&

拉涅利执掌国际米兰帅印后' 球队的技战术
和精神面貌有了一定起色'但由于球队老化(

球员伤病多等因素' 国米在联赛中很难迅速
扭转颓势&

不幸的是' 国米在低潮期遇上了虎视
眈眈的尤文图斯& 尤文本赛季焕然一新'是
目前意甲唯一的不败之师& 尤文本赛季在主
场战绩彪炳'原因在于新球场气氛热烈'球队
往往能踢出压迫性战术'打出精彩攻势&但一
旦离开主场'尤文战绩平平&在对中下游球队
博洛尼亚(切沃(热那亚时'尤文便无法打开
胜利之门&

在以往的意大利德比战中'尤文占据一
定的优势' 最近 ..个赛季两队在联赛中 %%

次交手'尤文取得 *胜 !平 -负的战绩'近 -

次对阵国米则是 %胜 %平 .负仅输一场'只
是做客成绩稍差& 从目前的情况看'尤文在
整体实力上优于国米'下周中国米还要出击
欧冠赛场'难免会因此分心& 而没有欧战任
务的尤文则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联赛战
场'正常情况下'尤文应该能从客场全身而
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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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钰珍珠杯%海
口市足球定级赛日前结束小组赛和附加赛
的争夺'比赛产生了 .(强& .2*决赛本周末
+%!日和 )$日,上演'胜者获得参加海口市
足球超级联赛的资格'而负者则参加第二级
别的海口市足球甲级联赛&

小组赛格外激烈'34红酒( 海南师范大
学(环球(金狮(威信飞虎(海口龙昆贸易(海
南大学( 佳宁娜红色战车从各组中脱颖而
出'以小组第一名直接进入 .(强&附加赛中'

儋州共振(万风烟酒(南北(海航(老爷车不负
众望战胜各自对手挺进 .(强& 而传统强队
成林汽车队则爆出冷门'负于儋州恒信科技
南鹰队'无缘新赛季联赛& .5*决赛将在海口
市人民广场进行&

本次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

最终成绩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