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文城 4 月 24 日电 （记者刘笑
非）“春光杯”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
赛进入第五比赛日，男排方面，比分依旧
焦灼。女排方面，拿下四连胜的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积 11分领跑各队，优势明显。

相较于男子组的混战，女子组目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稳居第一，山东师范
大学和北京体育大学同积 10 分并列
第二，领先并列第四的南京大学和南昌
大学三分。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南大

学、山东大学分列六到八位。 晚些时候
将进行北京体育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
的直接对话，这场比赛的结果不出意外
将会直接影响冠军的争夺。

在昨天晚些时候进行的海南师范
大学与山东财经大学的男排比赛，吸引
了大量观众到场观战，文昌体育馆座无
虚席， 两队也不负众望奉献了精彩比
赛。最终，海南师范大学在决胜局以 19
比 21遗憾输球，目前战绩两胜两负。

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总决赛

北航女排队领跑

投入和根基双重失守
———东北四支中超为何陷入集体保级窘境

2014赛季中超联赛七轮过后，四支
东北球队就有了集体掉队的趋势。 究其
原因， 投入和根基的双重失守是不可回
避的因素。

去年，随着哈尔比毅腾队冲超成功，
东北的黑吉辽三省史无前例地拥有了辽
宁宏运、大连阿尔滨、长春亚泰、哈尔滨
毅腾四支中超球队。

但东北足球人脸上的荣光仅仅维持
了小半个赛季。

毅腾队创中超最差开局记录的七连
败，宏运、阿尔滨跌跌撞撞的 6 分，亚泰
可怜的 5 分，哥四个齐刷刷地占据了积
分榜后四位。 其中，宏运、亚泰已更换了
主教练试图扭转颓势。

东北四虎为何集体发蔫？ 投入不足
是个老问题，也是个大问题。

上一轮结束后，天津泰达核心王新欣谈
到老东家辽足的困境时说，职业足球就是这
个规律，谁的投入大，谁就会排在前面。

随着恒大金元足球席卷中超，鲁能、
国安在投入上的及时跟进。 亿元门槛早
已成为中超的中低档次。 相比之下，东
北的四支球队显然掉队了。

升班马毅腾队依旧是中甲级别的投
入，从赛季前内外援的引进看，他们的中
超一年游基本已成定局。 宏运和亚泰历
来都是小本经营的俱乐部， 连续几年保
级的两队今年再次陷入困境，宏运是因
为凯文、詹姆斯等外援的连续伤病，而亚

泰在接连失去了张文钊、 杜振宇等顶梁
柱后，国内球员的水平已经掉了档次。

大连阿尔滨则存在很多变数。 冲超
成功两年来，他们一度高调引进了陈涛、
于大宝、于汉超等多名国脚，但今年却突
然过起了节衣缩食的日子。 于大宝转会
恒大未成的闹剧和并不突出的外援引
进，都让人感觉到了他的“钱紧”。

论投入， 东北与北上广以及山东等
沿海发达地区无法相提并论。 但分析欧
洲各个成熟的联赛， 也都是豪门与小俱
乐部共存的格局。 几年来，宏运、亚泰量
体裁衣的生存方式也都挺了过来。 今年
尤其困难，青训根基坍塌，年轻队员枯竭
成为更要命的原因。

如今，1985、1986，1989、1990,1993、
1994三拨球员构成了中超各队的主力框
架。 但东北几支球队显然青黄不接了。

辽宁队在专业体制输送了王新欣、
徐亮等 1981、82 年龄段球员后，青训体
系即被瓦解。 于汉超、杨旭等 1987年龄
段球员支撑几年陆续转会后， 宏运队
1989 年到 1993 年的队员，早已不是全
国的尖子生。

长春足球靠杜振宇、 王栋等 1981
年龄段球员起家，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建
制的梯队，老本吃光后，他们不可避免地
陷入了苦日子。

沈阳、 大连曾是中国足球人才两大
基地，但由于足球扫黑风暴之前的市场

混乱，1989 到 1995 年龄段的球员在青
少年队时就全军覆没。

如今，随着足球大环境的好转，东北
几家俱乐部正努力重新构建青训体系，
但 1997 年以后出生的小队员毕竟解不
了近渴。

违反了足球发展的规律。2014这道
坎，东北球队难过。

（新华社沈阳 4 月 24 日电）

2014年 4月 25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 满国徽 主编： 王黎刚 美编： 石梁均综合体育新闻B07

■■■■■ ■■■■■ ■■■■■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彭太生与胡建英民间借贷纠纷等案
件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
随机选定确认由我公司对下列财产进行公开拍卖：1、 海口市碧海大道
39号南方明珠海韵园 8号楼 3单元 602号房产 （证号 HKYL360252），
建筑面积 157.36m2。 2、位于海口市琼山区振兴路 91-1号衍宏康馨花园
桂馨阁 806号房产（证号 HK336987），建筑面积 109.85m2。 上述第一项
标的参考价 90万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第二项标的参考价 65万元，
竞买保证金 8万元。 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 拍卖时间：
2014年 5月 12 日 9:30；2、拍卖地点：海口市金贸中路 1 号半山花园海
天商务楼 31层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大厅；3、 竞买标的相关事宜
咨询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5月 9日 17:00时止；4、收取竞买保证
金时间：以 2014年 5 月 9 日 12:00 前到账为准；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4年 5月 9日 17:00止，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
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账号：34010155260000167；7、 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10、12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8、特
别说明：上述两项标的均按现状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
担。 拍卖机构：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 （电话：0898-68511921、
18976230583）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21690

海南佳昊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10、12号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在执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与王长英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由本公司对涉案需变现财
产被执行人王长英名下位于海口市琼山区货运大道 1 号祥昌花园别
墅 B10 幢 102 号房{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2008]海房预字（0056）号，
建筑面积：476.43平方米}进行公开拍卖。 参考价：370万元、竞买保证
金 50万元。 现将第一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拍卖时间：2014 年 5 月 13 日上午 9:30；2、拍卖地点：海口市蓝
天路 15号锦鸿温泉花园酒店三楼本公司拍卖大厅；3、 标的展示及竞
买标的相关事宜咨询时间： 见报之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9 日 17:00 时
止；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以 2014 年 5 月 9 日 12:00 前到账为准；
5、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 2014 年 5 月 9 日 17:00 止，逾期
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6、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海口市中
级人民法院； 开户银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银行账号：
340101552600001677、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20
号（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 8、特别说明：（1）标的按现状拍卖；
(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

拍卖公司电话：0898-36656056 传真： 0898-36656006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监督电话：0898-66788350

海南金汇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4）海中法拍委字第 20号

滨海国际 2602地块项目建筑设计方案
及应用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公示
海南金海晟投资有限公司拟建的“滨海国际 2602 地块”项目位

于新埠岛西北部，规划用地面积 68797.57 平方米，用地性质为二类
居住用地，规划指标为容积率≤2.5、建筑密度≤16%、绿地率≥45％、
建筑高度≤56米。该项目规划设计方案现已完成并申报，相关技术指
标为容积率 2.5、建筑密度 16%、绿地率 45.6%、建筑高度 55.45 米。
依据市图审中心《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 C 太阳
能核字[2014]014 号)，该项目设计太阳能热水系统应用可补偿建筑
面积 3361.16m2。 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
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4年 4月 25日至 5月 9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up0898@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 15栋南楼 2057
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一处，邮政编码：570311。 （3）意
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 （4）咨
询电话：68724368，联系人：李召才。 海口市规划局

2014 年 4 月 25 日

招标公告
一、招标单位：海口市美兰区经济贸易总公司。二、代理公司：

华诚博远（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三、工程概况：板桥溪上游
段（文明东路 -板桥横路）整治工程，整治南起文明东路，北至板
桥横路，全长约 367米。四、招标范围：管道、排水工程等。五、报名
条件：须具备国内独立法人资格，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或以上资质，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或
以上本单位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六、报名方
式： 有意者请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至 2014 年 5 月 04 日 17 时
前在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投标服务中心一楼服务大厅窗口持 IC 卡
报名。七、联系人：金小姐 68568122。详见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
（www.hkcein.com）招标公告栏。

“望海国际杯”
三人篮球挑战赛开幕

本报讯 为庆祝望海国际创业二十周年，
2014年“望海国际杯”三人篮球挑战赛开幕仪式
4月 23日在望海国际北广场举行。

本次篮球挑战赛共有 24 支球队参加，其中
有 12 支队伍来自海口市各界的篮球爱好者，另
外 12 支队伍则来自海航集团驻琼各单位。比赛
于 23 日 -29 日每晚 19:00-21:30 进行。 这次
篮球赛是活跃海口市娱乐生活、 促进文化体育
建设的一次盛会， 为社会各界篮球爱好者提供
了一次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
的机会。 （小胡）

司南杯出征勇士凯旋

拉力赛船队陆续返回
本报三亚 4 月 24 日电（记者程范淦）今天下

午， 参加 2014 年司南杯大帆船赛西沙拉力赛的
12支船队经 20余小时的航行， 陆续安全抵达亚
龙湾， 这也标志着本届司南杯大帆船赛的全部比
赛圆满结束。

据了解，4 月 23 日上午， 参加西沙拉力赛的
12 支船队的船员、其他船队代表及嘉宾、媒体记
者等百余人，登上了永乐群岛的全富岛，并举行了
庄严的纪念仪式。

本届司南杯大帆船赛赛事总监魏军说 ：
“今天，我们登上的这片美丽的岛屿，叫做永乐
群岛，它因为纪念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下西
洋的伟大壮举而得名。 我们这次来到永乐群
岛，对于司南杯，对于中华航海，都有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 要知道，这片海域，曾经活跃着我们
的伟大航海祖先们的磅礴身姿：他们驾驶着满
载香料、瓷器、丝绸的巨大木船，靠观天象和指
南针辨识方向，在茫茫大洋上劈波斩浪，奋勇
前行， 不仅开辟出闻名世界贸易航线———‘海
上丝绸之路’，更开创了人类文明大交流、大融
合的伟大航海时代！ 在这里，我们要郑重祭奠
上下五千年来，满怀着开拓精神，靠智慧、汗水
乃至牺牲，镌刻下中华航海伟大历史丰碑的航
海先贤们！ ”

随后，在全体登岛人的肃立注视下，伴奏着激
昂的义勇军进行曲， 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
起———这是全富岛这一无常住人口的岛礁， 第一
次举行升旗仪式。 而由司南杯大帆船赛组委会特
别定制的环保旗杆和基座， 也永久性地扎根在了
这片美丽的碧海白沙之上。

面向着国旗，全体登岛人庄严宣誓：“我是一
名中国航海人， 今天， 我登上祖国南海的永乐群
岛，我面对五星红旗，庄严宣誓，不忘中华航海五
千年的光辉历史， 不忘复兴中华航海的使命与责
任，我将以史为基，以身作则，以海为路，以南为
向，迎风破浪，迈进蓝海，为复兴中华航海而奋勇
前进！ ”

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航海壮举， 司南杯大
帆船赛组委会特别准备了一块镌刻有 “司南中
国，圆梦西沙”八个大字的纪念石碑。 赛事发起人
代表、船东船员代表及嘉宾，共同协力将其放置在
了国旗的基座上。 随后，全体登岛人合影留念，纪
念仪式圆满结束。

在确认没有留下任何垃圾之后， 登岛船队有
序地离开全富岛，并陆续返航。

经过 20 多个小时的航行， 拉力赛参赛船
队陆续抵达亚龙湾， 经历了近四天三夜艰苦
航行的船员们也终于可以得到休整。 明天，司
南杯大帆船赛将举行盛大热烈的闭幕晚宴，
而这也将标志着 2014 司南杯大帆船赛的圆
满结束。

环岛露营户外
嘉年华下月举行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 记者从省体育总会获
悉，2014 年海南露营大会·首届环岛露营户外嘉
年华首站露营盛会定于 5 月 31 日在屯昌县木色
湖露营基地举行。

本届露营大会将于 5 月至 12 月在我省各
市县陆续展开，是海南举办的首届全省性环岛
巡回露营盛会，旨在倡导健康生活理念、提升
都市生活品质、推介当地文化旅游，并通过回
归自然、精心设计、激情有趣、富有挑战性的体
验式旅游生活，充分展示团队风采、推广机构
品牌、探索休闲旅游，建立异业联盟、实现合作
共赢。

首站采用单位或个人组队的方式，组建 30
个部落（单位或个人给本部落冠名），每个部落
10 人。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体育总会主办， 海南省探
险协会承办。

新华社杭州 4月 24日电（记者夏亮）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24 日正式宣布
解除对孙杨“三停”的处罚，这也意味着
孙杨全面解禁。由于他的教练朱志根向国
家队请辞，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张亚东将负责孙杨的日常训练。

在 24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分管学
院游泳的竞技体育二系主任卢刚介绍
说，从近一个月的情况看，孙杨能够严

格遵守国家队管理制度，日常行为也有
了进步， 身体机能状况有较好的恢复，
达到了“解禁”的基本要求，遂决定正
式解除对孙杨停赛、停止参加商业活动
的处罚。

当日发布会的另一焦点是孙杨更
换教练。 卢刚表示，一步步带领孙杨走
向辉煌的朱志根教练由于身体原因，已
经主动向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

中心和国家游泳队提出回杭州治疗的
申请并获批。

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和国家游泳队在与浙江省体育局、浙江
体育职业技术学院沟通协商后，决定由
张亚东负责孙杨的日常训练工作。

由于巴塞罗那世锦赛后的一系列风
波，2013年 11月，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依照运动队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对孙

杨的一系列违纪行为作出了停训、 停赛、
停止参加商业活动，并扣发相应津贴的
处罚。

3 月 19 日， 根据孙杨的认
错态度和实际表现， 浙江体育
职业技术学院决定解除对孙
杨的停训和扣发相应津贴处
罚，并经国家游泳队同意，孙
杨正式参加国家队集训。

游泳中心：孙杨达到“解禁”要求

希望在亚运会上胜朴泰桓
新华社北京 4 月 24 日电 （记者李

嘉 周欣） 奥运冠军孙杨 24 日被全面
解禁，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尚修堂表示，孙杨已经真正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达到“解禁”要求，希望
他在今年的亚运会上为国家争光。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在 3 月 19
日宣布解除了孙杨停训和扣发津贴的
处罚，随后经国家游泳队同意，孙杨恢
复了在国家队的训练。 24 日浙江体育
职业技术学院也正式解除了孙杨停赛
和停止一切商业活动的处罚。

尚修堂 24 日表示， 孙杨已经对自

己的错误行为有了真正的认识，达到了
“解禁”要求，并希望他能够在今年 9
月的亚运会上战胜老对手朴泰桓，为国
家争光。 此外，孙杨还将参加 5 月在青
岛举行的全国游泳冠军赛。

尚修堂说：“全国冠军赛暨亚运会
选拔赛下月 12 日至 17 日在青岛体育
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孙杨将在 5月 12
日、14 日以及 17 日参加 200 米、400
米、1500 米自由泳三个单项的角逐，并
会根据身体状态决定是否参加接力比
赛。孙杨目前正在北京积极准备，可以说
各方面正处在恢复中，增加体能训练，控

制体重。训练整体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
有一些伤病，训练不是很系统，年初还做
了脚趾甲沟炎等小手术。尽管时间紧、任
务重， 我们还是期待他能够在这次冠军
赛以及亚运会上取得佳绩。 特别是在亚
运会上，要努力做到击败宿敌朴泰桓，为
国争光。 ”

国家游泳队领队许琦也表示，孙杨
自从回到国家队之后，无论在思想认识
还是日常表现等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
进步，在训练上又回到了以往刻苦和努
力的状态。许琦说：“此次解除对孙杨的
全部处罚也是希望对他能有所鼓励。 除

了停训停赛两条之外，停
止参加商业活动的处罚也
一并解除。 当然，我们希
望他还是少参加商业活
动， 把精力集中到训练和
比赛中， 但公益活动除
外。 ”

另外， 孙杨的恩师朱
志根因身体原因， 目前已
回到杭州休息和治疗。 孙
杨的日常训练工作由张亚
东负责。张亚东在去年孙杨
师徒闹别扭期间曾带领孙
杨在香港集训， 并指导孙杨
参加了去年巴塞罗那游泳世
锦赛。

尚修堂表示，张亚东将与
孙杨合作至 9 月仁川亚运会结
束。 他同时强调，朱志根仍然是国家
队教练组成员。

孙杨的“三停”解除了
张亚东接替朱志根负责训练

皇马主帅安切洛蒂：

足球不仅只有控球
新华社马德里 4 月 23 日电 （报道

员谢宇智）皇马与拜仁的欧冠首回合成
了一场“风格”之战。 最终安切洛蒂在
主场用防反战术以 1：0 成功战胜传控
打法的瓜迪奥拉。 赛后安帅肯定：控球
多并不等于胜利。

尽管全场控球率仅为 36％，但皇
马的高效还是使他们赢得了比赛。安
切洛蒂对球队的表现感到满意。 他
说：“对拜仁这样的球队时， 更多选
择打反击很正常。 ” 意大利人还表

示：“我也不喜欢把球权赠送给对
手，但足球并不只有控球，还有防守
和反击。 ”

拜仁主帅瓜迪奥拉则将球队空有
控球却并未创造多少有威胁机会的原
因归结为对手的防守“非常出色”。 他
称皇马是 “全世界最善于打反击的球
队”，并承认拜仁荣誉主席贝肯鲍尔关
于德国球队 “应该为仅丢一球感到高
兴” 的评论非虚：“皇马今天原本有机
会打入不止一个进球。 ”

■ NBA季后赛前瞻

灰熊主场要发威
雷霆在季后赛首轮第二场加时负于

灰熊，总比分变为 1：1。这场球的失利让
雷霆丢掉了主场优势， 接下来他们要去
客场和灰熊队打两场，他们要争取在那
里夺回主场优势。

这个系列赛前两场战罢，雷霆当家球
星杜兰特场均可以得到 34.5分，值得一提
的是，在第二战中，杜兰特 28次出手仅命
中 12个，42.9%的投篮命中率与常规赛超
五成的水准相去甚远。 这与灰熊后卫托尼

-阿伦在防守端的表现不无关系。 灰熊队
希望阿伦能够继续钳制杜兰特的进攻。 面
对灰熊， 雷霆的杜兰特要打得更具侵略
性，队友们也准备好通过传球，提高掩护
质量来为杜兰特输送弹药。

雷霆队的优势是进攻，但很多时候他
们都是依靠出色的防守制造出快攻机会。
而放慢节奏，磨半场阵地攻防，不让雷霆
队打出快速攻防转换中的轻松，这是灰熊
队最擅长做的事情。灰熊在 2013年季后

赛中主场取得了 5胜 2负的战绩， 他们
在西部决赛的对手马刺是唯一一支在孟
菲斯赢球的队伍。因此抢到主场优势对灰
熊相当有利，而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能
够守护好自己的主场。 ■ 王黎刚

孙
杨

24 日，在欧冠半决赛首回合比赛中，皇马主场以 1：0 胜拜仁。 图为拜仁队罗
本（右）与皇马拉莫斯在拼抢。 新华社发

NBA季后赛战报
热火 101：97�山猫

（总比分 2：0）
开拓者 112：105�火箭

（总比分 2：0）
小牛 113：92马刺

（总比分 1：1）

20日，在中超联赛中， 辽宁主场负
于天津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