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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世界杯结束狂欢，仁川亚运会
又来临。有巨星云集、头条无数的世界
杯珠玉在前，亚运会难免尴尬——虽然
是亚洲最高规格的综合性运动会，但夺
人眼球的资本不多。

有了“都教授”
门票也卖不动

东道主一直借助“都教授”等韩流攻
势在海内外宣传造势，尤其是在拥有无
数《星》粉的中国。但看着锣鼓喧天，实
际少人掏钱，亚运会开幕在即，组委会还
在为砸在手里的门票头疼。

截至10日全部门票只售出了十分之
一，这还是连续促销、各种优惠之后的结
果。连号称“韩星总动员”的开幕式门票
也在大甩卖后才解除票房危机。舆调显
示，韩国超八成民众对亚运会漠不关心。

中国的情况要乐观一些，但据某门
户网站的调查，仍有三成以上的民众觉
得亚运会“没什么好关注的”。

北京奥林匹克俱乐部总经理王琦认
为，随着全球高水平职业体育的发展，亚
运会受冷遇是必然的。而亚奥理事会终
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则说，韩国大众关
注不够主要是由于8月韩国大选以前，
韩中央政府对亚运会的宣传推广不力。

头条制造者：
孙朴、朝鲜、三大球

苏牙咬人、西班牙遭虐……抢头条

对世界杯来说是分分钟的事，而亚运会
的头条，来得不比汪峰容易。

当然，每届亚运会突发事件肯定能
上头条。还有朝鲜队，这是他们第二次
参加在韩国举行的亚运会，在场外内都
将是新闻热点。而如果朝鲜美女拉拉队
能够成行，热度无疑还会上升。

常规来看，仁川第一看点还是泳池
里孙杨和朴泰桓的PK。兵马未动，口水
先行：朴泰桓扬言要报伦敦奥运会的一
箭之仇，孙杨则霸气表示朴不是对手。
火花四溅看来是要死磕的节奏。

看比赛无疑要看明星。那么林丹、
谌龙、李宗伟和李龙大扎堆的羽毛球场

必然聚焦功能强大，已非中国第一男单
但气场强大的林丹仍是男神。三大球也
永远不会被忽略：国奥能不能整点希望
出来，男篮四遇中华台北会不会翻身，亚
洲杯上两胜韩国夺冠的女排二队能否得
理不饶人，也是头条胚子。

要抢头条，得找卖点

要引起关注，就要看能卖给观众什
么：明星，还是高质量的赛事，或是猎奇？

王琦认为，在全球体育职业化的趋
势下，除了奥运会这样无可替代的全球
综合赛事外，区域性的综合赛事前景都

不乐观，由于越来越多高水平的单项职
业赛事抢占了分类市场，亚运会已无太
大观赏性，没什么好卖点了。

但魏纪中说，把更广泛的非奥项目
吸收进来，让更多的人参与，这就是亚运
会的品牌价值；亚运会的定位就是办成
亚洲最有影响力的综合性运动会，不奢
求全世界关注。但他也承认，“卖点在哪
里，亚奥理事会还在探索”。

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中心主任鲍明晓看来，竞技的卖点不足，
就需要发展别的卖点，亚运会可朝着特
色、东方、节庆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举办
体育旅游节、商品展销会、贸易洽谈会、
博览会等活动，以赛办节，以赛办展、以
赛办会。与文化、旅游、会展、商贸相融
合，才能拓展全球影响力。”

新华社记者李丽、高鹏、汪涌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亚运会，靠什么抢头条？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汇丰全国青少年

高尔夫冠军赛总决赛，近日在上海雅居乐米克尔
森国际俱乐部决出了10个组别的冠军，海南球手
韩雨廷和张玥分别获得了男子A组和女子B组的
冠军。

在男子A组的较量中，韩雨廷以7杆优势夺
冠。在前两次总决赛屈居亚军之后，韩雨廷终于
在今年总决赛举起了胜利的奖杯，赛后他坦言关
键就在于心态磨练得更为稳健。本次比赛3名
A/B/C男子组和3名A/B/C女子组的冠军获得
每人两周的IMG学院高尔夫训练营的奖学金和
将于12月 11日-16日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的
IMG学院世界青少年比洞锦标赛的外卡。

全国青少年高尔夫冠军赛

我省球手获两金

据新华社仁川9月15日电（记
者李铮、黄歆）一心想露脸

的国奥男足又一次让
人失望了。作为中
国亚运军团在仁
川亮相的第一支
队伍，他们 15日
在仁川足球场0：3

完败于平均年龄大
自己两三岁的朝鲜

队，没能打响这第一枪。
备战仁川亚运会，国

奥男足被中国代表团寄予
厚望。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刘鹏在代表团成立大会上
就曾表示，三大球要“誓死
一搏”。国奥队主教练傅博
也表示，希望球队打进亚运

四强。
但雄心勃勃的国奥队在

第10分钟就遭到当头一击，朝
鲜队13号球员抓住国奥队误以
为裁判会吹犯规的空当，从中路
突入劲射进球先拔头筹。

上半场余下的35分钟，国
奥队在拼抢对抗、威胁进攻等

各方面都落在下风。而到了下半
场，局面的失控终于演变成比分的
连续落后。第47分钟，朝鲜队20号

队员禁区外远射扩大比分。第57分
钟，国奥队的中路防守直接被对手
打穿，朝鲜队20号的直传帮助队友
形成单刀之势，最终将比分定格在
3：0。

国奥队虽然大比分失利，但也存
在客观原因。除了山东鲁能拒绝六名
主力来国奥效力之外，与朝鲜队员的
年龄差距也是重要原因。但国奥主教
练傅博表示，六名球员缺阵并不是失
利的主要原因。

总结首场失利，傅博提到了过
早的失球和自身的失误，他说：“我
们上半场踢得更好一点，但过早地
在第10分钟丢球是我们最终失利的
主要原因。另外，三个失球都是因
为我们自己的失误，我们是输给了
自己。”

傅博表示，虽然仁川亚运会的报
名条件有所放宽，但我们的备战着眼
于里约奥运会。用奥运适龄球员参加
亚运会就是为了让球员增加国际大赛
经验。

共有29支队伍参加了仁川亚运
会男足比赛，他们被分成了八个小
组，中国国奥队的小组对手还有较弱
的巴基斯坦队。22日，国奥队将与
巴基斯坦队进行小组赛，小组前两名
将进入16强的争夺。

亚运第一枪哑火了
国奥男足0：3被朝鲜队横扫

■ 阿成

看塞尔维亚队球员赛后洋溢的笑
脸，好似他们是男篮世界杯决赛的赢
家，其实他们刚刚以 92：129 被美国队
37分横扫。塞尔维亚球员纷纷向NBA
球星们祝贺，一脸仰慕的表情，不禁让
人想起了当初“梦一”、“梦二”赛后被对
手追捧的情景。

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打入决赛已
是最大的终极的胜利，他们或许根本就
没想过能赢强大的美国。这种心态决
定了这场决赛的基调和大比分，要是塞
尔维亚队更投入更拼命，恐怕不至于输
那么多。但输少一点又有什么区别

呢？对于塞尔维亚队来说，最重要的是
打入了决赛。

也许除了自认为强大以及被不少
专家视为比美国队更强的西班牙队外，
没有一支球队认为自己能与美国队掰
手腕。不幸的是，西班牙队爆冷不敌法
国，无缘与美国争冠。但看好西班牙的
专家们似乎也有了“嘴硬”的理由：如果
决赛对手是西班牙，美国未必能赢。

然而，在事实和数据面前，这种“如
果”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事实是，小组
赛加上淘汰赛总共9场比赛，美国队场
均得104.6分，只丢71.7分，净胜对手高
达32.9分。这一赢球分差，在历届美国
男篮“梦之队”中，仅少于“梦一”和“梦

二”。输给法国是西班牙的不幸，但他
们也该“庆幸”避免了被美国队暴揍。

因为此前美国“梦X队”的几次败仗，
更因为本届美国队缺少大牌星光稍暗，

“梦11队”一直不被看好。一支相对“平
民”的球队打出了如此华丽的数据，从这
个意义上说，“梦11队”很具“梦幻”色彩。

“梦 11 队”从组队开始，人员征召
就不顺利，詹姆斯等超级巨星拒绝邀
请，随后杜兰特等应征的球星也相继退
出，最终，只凑齐了一套年轻阵容，最大
牌的球星竟然是上赛季才首次入选年
度最佳阵容第一队的哈登。然而，“梦
11 队”用行动证明，即使没有超级巨
星，他们也能靠团队的力量赢得大胜。

没有超级巨星，反倒让“梦 11 队”
更团结更务实，在组建球队时，美国队
顺应了当今篮球的流行趋势，即“三分
球+机动型内线”。他们秉承团队篮球
的理念，更加均衡的得分点弥补了没有
超级巨星的遗憾。“梦11队”赢了那么
多分，但全队得分最高的哈登也不过
14.2分，而全队却有6人场均得分达到
两位数。

还不得不提“老K”教练的作用。“老
K”教练只是大学篮球教练，但他也因此比
NBA大牌教练更熟悉国际篮球的打法。

“老K”教练执教美
国队以来，打了 4
次世界大赛，连庄
夺冠，这在世界篮
坛历史上尚属首
次。不唯名气，只
选合适的，美国篮
协也很务实。

更务实，也梦幻

大
侃
台

⬅ 北京时间9月15日，美国队
以129：92狂扫塞尔维亚队，夺得男
篮世界杯冠军。图为美国队队员在颁
奖仪式上庆祝。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马德里9月14日电 尽
管队中缺少了不少大牌明星，美国队
依然用一场大胜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在14日的决赛中，他们以129：92大
胜塞尔维亚队，夺得了在这里举行的
男篮世界杯冠军。

欧文本场为美国队拿下26分，其
中3分球6投6中，他也当选本场最
佳。大胡子哈登也有25分进账。

此前在世界男篮最高比赛中的得
分纪录是137分，是美国队在1994年
世界锦标赛上创造的。此次美国队的
得分仅差了8分。

西班牙队意外输给法国队，让外
界认为美国队失去了最大的对手。但
塞尔维亚人依然给美国人带来了一些
麻烦，至少在前5分钟，他们领先着美
国队。不过美国队迅速扭转了局面，
首节就以35：21领先，中场美国队将
分差拉开到了26分（67：41），比赛基
本不可逆转了。

夺取本届世界杯冠军后，美国男
篮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4项洲际赛
事全都夺冠的球队；美国队还是历史
上第3支在世界杯（包括前身世锦赛）
舞台上实现卫冕的球队。美国队在此
次比赛中场均净胜对手32.9分，场均
净胜分仅次于“梦一队”和“梦二队”。

129：92大胜塞尔维亚

美国队夺男篮世界杯据新华社马德里9月14日电 美
国队在14日的男篮世界杯决赛以129：
92狂扫塞尔维亚队轻松卫冕，而全场独
得26分欧文赛后荣膺本届大赛的最佳
球员。

在这场一边倒的决赛中，欧文的手
感热得发烫13次出手命中10球，其中
三分球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投6中。当
选为赛会MVP之外，22岁的他也顺理
成章地入选了男篮世界杯的最佳阵容，
和他一道入选的还有队友法里埃德、塞
尔维亚队的特奥多西奇、法国队的巴图
姆和西班牙队的保罗·加索尔。

“这是我人生目前为止最大的成
就，”欧文说，“和我一起经历这次夺冠的
队友们，他们在今后都是我的兄弟。”

塞尔维亚队在当天首节比赛一度领
先8分，但欧文此后连得7分带领美国
队打出一波20：4的反攻，卫冕冠军顺势
轰下了35分的世界杯单节得分纪录，一
举垫底了胜局。

尽管在场上砍分时霸气十足，但赛
后欧文却十分谦逊，“在球场上，球队比
你个人更加重要。只要是老K教练（沙
舍夫斯基）吩咐的，我都愿意去做。我和
大家一起打球的这段时间里，学到了很
多东西。”

世界杯最佳阵容
后卫：
欧文（美国）、特奥多西奇（塞尔维亚）
前锋：
巴图姆（法国）、法里埃德（美国）
中锋：
加索尔（西班牙）

美国队球员欧文
获男篮世界杯MVP

男篮世界杯MVP、美国队球员欧文
在比赛中庆祝得分。 新华社发

本报三亚9月15日电（记者林容宇）2014年
海南省全民健身趣味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三
亚市体育中心举行。16日至18日，来自全省17
个市县和海口市4个区共21个代表团的506名
运动员、教练员将展开为期3天的角逐。

据了解，这是我省连续举办的第四届全省性全
民健身趣味体育运动会。比赛设有13个项目，分别
是：动感五环，背“媳妇”，同舟共济，提水抗旱，巧夹
槟榔，男、女挑担障碍赛，抢收抢种，五绳拔河，心想
事“橙”，趣味椰子，顶棍，赶“猪”赛跑。运动会设单
项奖，团体奖，体育风尚奖及优秀组织奖。

本届运动会由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文体厅、三
亚市人民政府承办，三亚市文体局、省高级体育运
动技术学校、省体育赛事中心、海南丹奇文化传媒
广告有限公司协办。

省趣味运动会
昨在三亚揭幕

省趣味运动会开幕式现场。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本周中，欧冠小组赛战火点燃。北京时间9
月17日凌晨率先进行首轮的8场比赛，其中多特
蒙德主场迎战阿森纳的比赛是实力最为接近的龙
虎斗，也成为当日的焦点大战。

对于客场作战的阿森纳来说，目前存在的最
大问题是防线人手吃紧。本轮英超阿森纳2：2战
平卫冕冠军曼城，下半场主力右后卫德布希不幸
扭伤脚踝，有可能因伤休战3个月。德布希的位
置可能会被钱伯斯顶替，但钱伯斯出任右后卫却
会导致阿森纳的防线牵一发而动全身。温格本赛
季着力栽培钱伯斯踢中卫，他被定义为默特萨克
与科斯切尔尼的首选替补，如果钱伯斯去踢右后
卫，“默科组合”的替补只能是原本司职左后卫的
蒙雷亚尔，而蒙雷亚尔还需要随时在左后卫位置
上待命。

面临四线作战的阿森纳目前只有6名后卫可
用，德布希基本上跟上半程赛季说再见，温格只能
祈祷接下来防线别再出现新的伤员。还好阿森纳
的进攻端相当给力，近3场打入3球的新援桑切
斯状态更是上佳。

多特蒙德本赛季的实力下降不少，但他们在
魔鬼主场威斯特法伦总能爆发魔性。综合来看，
多特蒙德有望保持不败，而平局收场的可能性也
不小。 ■ 林永成

欧冠小组赛明晨开战

阿森纳防线吃紧

北京时间9月15日，在英超联赛第四轮的
比赛中，曼联队主场以4:0战胜女王公园巡游者
队,获得本赛季联赛首场胜利。曼联新援迪马利
亚在比赛中打入一球并有助攻。图为迪马利亚
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迪马利亚建功
曼联联赛首胜

本报讯 北京时间9月15日凌晨，在世界男
排锦标赛进行的复赛第四轮比赛中，中国男排经
过五局的鏖战以3：2力克古巴队。至此，中国男
排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全部比赛，在F组的七场
比赛中，中国队以二胜五负积4分列在第八位，从
而获得了本届世锦赛的并列第15名。 （冰雪）

男排世锦赛
中国队并列第1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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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仁川9月15日电（记
者李铮、黄歆）低谷中攀爬的中国女足
15日交出了一份较为让人满意的答
卷。在仁川亚运会小组赛首场比赛
中，她们苦战 90 分钟，0：0 逼平了
2011年女足世界杯冠军日本队。

与日本女足一战，结果虽然是0：
0，但中国女足整场比赛还是处于下
风，尤其是前30分钟，中国女足控球
率只有37％。能够取得平局，姑娘们
顽强的防守功不可没。尤其是顶替张
越出场的门将王飞，不仅活动范围更
大，而且门内技术也不逊色，出色地化
解了日本队几次威胁射门。

中国队主教练郝伟说：“这一段我
们一直在练防守，今天的整体防守确
实做得不错。”

日本队在向禁区渗透无果的情况
下，更多地选择了远射。第78分钟阪
口梦穂30米处的左脚远射击中横梁，
是日本队全场比赛最好的机会。

在当日同组另外一场比赛中，中
华台北队2：2战平约旦队。中国队18
日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中华台北队。

中国女足苦战
0：0逼平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