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万城10月24日电（记者
蔡倩 特约记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
良策）今天上午，万宁市兴隆天气
微凉，大雨倾盆而下。这样的天气
对于2014年环岛赛的车手们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参赛选手纷纷
更换防雨装备，但也有着不同的风
景。

兴隆至三亚段的比赛，全程
181公里，途中两个冲刺点两个二
级爬坡点，将决出本届环岛赛首件
圆点衫。兴隆段的比赛从兴隆牌
坊开始，沿着温泉大道、兴梅大道
转入兴隆热带花园，并首次环绕兴

隆国家绿道骑行。
雨中的兴隆国家绿道别有一

番风情，豆大的雨点啪啪地往下
掉，热带雨林此刻真正成为了“雨
林”。绿道旁成排的槟榔树、三角
梅，低矮处茂密的香叶露兜，前方
的青山在雨中朦胧显现，撑着一把
伞漫步，或是骑着一辆车掠过，只
在雨中留下一个模糊的身影。疾
驰而过的车手们，在环山绕水的兴
隆国家绿道留下了飞一样的身影，
大雨也许影响了他们的视线，但这
一段别样风景的骑行经历，相信已
给他们留下了深深感受。

环岛赛首次穿行
万宁兴隆国家绿道

聚焦
环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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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环岛赛是亚洲有可能升级
成为世界巡回赛的赛事，但希望环岛赛
能够保持在现有级别的基础上，别急着
升级。”环岛赛总裁判长余家乐说。

第一次执法环岛赛的余家乐
说：“环岛赛是亚洲顶级的2hc级，
办赛水平较高，所以有三支顶级车
队的加盟。经过执法前几天的比
赛，我感觉这是一场竞争异常激烈
的比赛，因为前几个赛段没有爬坡，
选手们都会拼尽全力冲刺。”

余家乐来自香港，他从事着和
自行车完全不搭边的园林绿化管理
工作。对于环岛赛的前景，余家乐

说：“希望环岛赛能够保持在现有级
别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细节上的不
足。因为环岛赛给中国车队、中国
车手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能
够和高水平的车队同场竞技，学习
到欧洲强队的长处。倘若升级为世
巡赛，将会让很多中国的车队、车手
无缘环岛赛，而这对于中国车队、车
手以及热爱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们
来说都是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所以
希望环岛赛越办越完善，能够成为
亚洲车坛最有分量的赛事。”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三亚10月24日电）

总裁判长余家乐：

环岛赛别急着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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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0月24日电（记者王黎
刚）“海南农信杯”2014第九届环海南岛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万宁—三亚赛段在暴雨中
结束了争夺。先前连续4天位列总成绩榜
次席的蓝波队车手安德烈·帕里尼终于凭
借本赛段赛段冠军，将黄衫收入囊中。他
的队友尼科洛以及阿斯塔纳车手鲁斯兰·
特列乌巴耶夫分列赛段第2名和第3名。
中国车手王美银跟随22人的第一集团完
赛，顺利保住自己的亚洲最佳蓝衫。至此，
环岛赛开赛5天以来产生了5名不同的单
站冠军，也更换了5名黄衫保有者。

今天的第5赛段从万宁出发，经过陵
水和保亭，终点设在三亚亚龙湾，全长
181公里。经历了前4天的纯平路较量
之后，今天的比赛首次出现了爬坡点
——分别是位于51.8公里处的二级爬坡
点和153.1公里处的甘什岭二级爬坡点。

上午9时半，132名车手正式从起
点出发，横风、大雨、爬坡，让这个算得上
超长距离的赛段更加艰苦。和前几个赛
段一样，大集团绝不轻易放走想要突围
的人，低能见度加激烈的进攻使得集团
前方一片混乱。终于，5名车手在10公
里之后成功脱离主集团。5人领先主集
团4分钟进入第一个爬坡点，RTS-森地
客车队的阿尔贝托拿下了头名，获得7
个爬坡积分，第二名的库雷克和第三名
的塞吉分别拿到5分和3分。

第二个爬坡点到来之前还有2个途
中冲刺点，赵京彪均冲得了第一名。此
后，塞吉独自向甘什岭发起冲击，在顺利
收获第二个爬坡点的头名以及7个爬坡
积分之后，塞吉也锁定了本届环岛赛的
首件圆点衫。这位乌克兰选手是去年环
土耳其公路自行车赛的爬坡王。

最后的小集团冲刺也在第一集团
的 20余人之间进行。一直在该集团
跟骑保留体力的帕里尼最后时刻强势
爆发，力压队友尼科洛勇夺单站冠
军。阿斯塔纳的两位车手鲁斯兰和第
三赛段冠军阿尔曼分获三四位。王美
银跟随第一集团以第16名过线，继续
保有蓝衫。

蓝波队车手帕里尼异军突起夺冠

环岛赛第五赛段黄衫又易主

2014观澜湖世界明星赛今天在海
口观澜湖拉开帷幕，包括体育、娱乐界
的众多大腕齐聚此地，荷兰足球名将西
多夫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此行中到的最
早明星，开幕前的头一天，他还特地前
往观澜湖学院学习高尔夫。

这是西多夫第一次接触高尔夫，完
全零基础的他，从推杆感受白球开始。

五六次推杆后，西多夫从7号铁入手，
开始练习挥杆。仅仅半个小时，他开始
了人生的第一颗高尔夫。西多夫的第
一杆并没有让人惊艳，他将球击出10
米，但连续击打几颗球后，他竟将球开
出了50码的距离。就连前来观战的英
格兰好手西蒙·戴森都感叹其运动天
赋，提高太快。

当然，西多夫最擅长的还是足球，
观澜湖副主席朱鼎健来现场看望西多
夫时带来了一只足球。荷兰名将没有
错过大秀脚法的机会，他用三个球座放
好足球，随即一记漂亮的弧线球直冲沙
坑，引得现场观众一片掌声。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

西多夫观澜湖秀脚法

本报海口10月24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14年世界高尔夫球明星赛明
天正式开杆，今天下午本次比赛的红毯
仪式及开幕典礼在华谊冯小刚电影公
社举行。

今天的海口观澜湖酒店星光熠熠，
先后迎来四大好莱坞巨星———“美国
队长”克里斯·埃文斯、性感女神杰西
卡·阿尔芭、奥斯卡影后妮可·基德曼和
乘私人飞机空降海口的黑人影帝摩根·
弗里曼。

除了篮球巨星姚明、“冰上王子”普
鲁申科、“体操王子”李宁之外，一批好
莱坞和国际影视巨星也云集观澜湖，参
加为期两天、奖金100万美元的世界明
星赛。

观澜湖世界明星赛组委会正式公
布了本届明星赛的豪华阵容，选手中包
括好莱坞老戏骨摩根·弗里曼、奥斯卡影
后妮可·基德曼、“霹雳娇娃”杰西卡·阿
尔芭、“美国队长”克里斯·埃文斯、“冰上
王子”普鲁申科、华语乐坛巨星周杰伦、
篮球巨星姚明、世界高尔夫史上的传奇

人物盖瑞·普雷尔、今年莱德杯欧洲队队
长保罗·麦金利等上百名明星。

这次明星赛中，文娱界明星球手还
有：冯小刚、王志文、陈道明、孙楠、曾志
伟、何平、赵宝刚、王宝强、朱时茂、邢傲

伟、黄格选、满文军等。职业球手中包
括伊恩·保尔特、贾斯汀·罗斯、达伦·克
拉克、伊恩·伍斯南、约翰·达利、苏珊·
佩特森、玛丽亚·巴克拉娃、卡莉·布斯、
西蒙·戴森，以及中国的吴阿顺等。

世界高尔夫球明星赛开幕
国内外明星角逐100万美元奖金

各路明星亮相观澜湖世界明星赛红毯仪式。 本报记者 古月 摄

北京时间10月26日晚0时，西班
牙国家德比打响，皇家马德里坐镇主场
伯纳乌迎战巴塞罗那，这是本赛季联赛
两队的首回合交锋。

西甲联赛8轮战罢，巴塞罗那7胜1
平积22位位列积分榜榜首；皇家马德里
则以6胜 2负，积 18分的成绩位列第
3。此役如果皇马取胜，将把与巴萨的
分差缩小到1分；如果巴萨取胜，将会甩
开皇马7分；而如果两队打平，塞维利
亚、瓦伦西亚和马竞等取胜，西甲积分榜
的形势将陷入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

此场比赛的一大看点是苏亚雷斯的

西甲首秀。苏神在世界杯上因为侵犯基
耶利尼而被处以长达4个月的禁赛，国
家德比前，苏神正式解禁可以出战。不
过苏神的状态的好坏无法确定，另外他
的位置安排也值得关注。乌拉圭神锋最
擅长的是中锋，而这也是梅西最有威胁

的地带之一，恩里克如何安排梅西、内马
尔和苏亚雷斯的位置也是一大看点。

皇马快马贝尔在上周的射门练习时
不幸受伤，将无缘国家德比。贝尔的缺
阵使得皇马的右路进攻火力锐减，或许
会打破皇马进攻的平衡。如何弥补贝尔

缺阵后留下的影响，这对于安切洛蒂来
说是个难题。

此次国家德比战，也堪称是矛盾大
战。巴萨前8轮战罢不失1球，其将布拉沃
保持了720分钟的不失球纪录；皇马总共
打进30球，其中C罗打进15球，创造了西

甲71年来的个人联赛最佳开局纪录。究竟
是C罗延续进球脚步，还是布拉沃继续保
持零封纪录？这也是此场比赛的看点。

两队在正式比赛中交手228次，皇
马91胜48平88负，进385球失371球
稍占优势。而在联赛中，两队共交手
168次，皇马70胜32平66负，进274球
失265球占据上风，在主场，皇马成绩为
84战 51胜 15平 18负，进176球失97
球，优势明显。两队上赛季在联赛和国
王杯中都交过手，联赛中巴萨主场2：1，
客场4：3双杀皇马；但在国王杯中，皇马
2：1力克巴萨。 ■ 林永成

西班牙国家德比明晨打响

苏神复出 贝尔伤退 本报讯（通讯员李英才）由中国人民银行东
方支行和海南省银监局东方监管办联合主办的东
方市“农信杯”首届羽毛球赛，于本月21日至22
日在东方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银行业9家单位
的近百名选手参加了男女混合团体赛的角逐。

经过初赛、复赛二个阶段100多场的激战，最
终中国人民银行东方支行队获得冠军，东方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队、邮政储蓄银行队、农业银行队
分列第二、三、四名。承办单位东方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特地组织了一支“啦啦队”和一支“礼仪队。

东方市首届
“农信杯”羽球赛收拍

据新华社仁川10月24日电（记者
冮冶、姚琪琳、报道员金敬东）仁川2014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24日闭幕。

在7天的赛期中，来自亚洲残奥委
员会41个会员国家和地区的近3000名
残疾人运动员围绕23个竞技大项、443
个小项展开角逐。中国亚残运会代表团
成为本届亚残运会的最大赢家，奖牌总
数达317枚，其中金牌174枚银牌95枚
铜牌48枚，奖牌和金牌总数均列第一。

这是继广州2010亚残运会后，中国
残疾人体育代表团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
模最大的一次。全体运动员、教练员精
诚团结，顽强拼搏，共打破64项赛会纪
录、31项亚洲纪录和5项世界纪录。

中国亚残运会体育代表团秘书长赵
素京在全部赛程结束时表示，中国残疾
人运动员在亚残运会赛场的优异表现，
向国际社会再次彰显了中国残疾人体育
事业发展的成就和中国作为有国际责任
意识大国的良好形象，对提升中国残疾
人体育运动的国际影响力、拓展国际残
疾人体育合作空间有着积极作用。她表
示，仁川亚残运会只是“中考”，里约残奥
会才是“大考”。

仁川亚残运会闭幕式当地时间18时
在仁川市中心的文鹤体育场举行。会场的
大屏幕回放着残运会期间残疾健儿奋勇竞
技的精彩瞬间，以“仁川之声”为主题的韩
国传统舞蹈助推了闭幕式的庆典气氛。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闭幕

中国获174枚金牌

10月24日，2014红牛世界桥牌锦标赛进行公开双人、女子双人和老年双人比
赛，中国选手占据了女双资格赛的前两名。图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世界桥牌锦标赛女双资格赛

中国选手占据前两名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3日电 NBA常规赛
即将开打，但湖人队方面却传来不利的消息，球队控
卫史蒂夫·纳什将因背伤复发而缺席整个赛季，这名
年过40的老将的职业生涯也因此充满了变数。

上个赛季，纳什由于伤病仅仅为湖人队出场
15次，他原本希望可以在伤愈后继续为球队征战，
但在新赛季的3场季前赛过后，纳什便发现自己背
伤加重，不得不再次告别赛场。“重回赛场一直是
我的首要任务，我一直努力地想保持一个健康的
身体，但是很遗憾我无法实现这个愿望，”他说。

本赛季将是纳什与湖人三年合约中的最后一
个赛季，湖人方面表示将会尽全力帮助纳什康复，
但对于纳什是否退役一事并未表态。

纳什背伤赛季报销

沃兹尼亚奇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25日中甲联赛将进行倒数第二轮（第29轮）
的较量，在延边长白山已提前降级、重庆力帆提前
两轮夺冠冲超的背景下，下一个冲超球队和降级
球队极有可能在本轮揭晓。

冲超方面，积53分的石家庄永昌、积51分的武
汉卓尔、积49分的北京八喜都有可能。当然，武汉卓
尔和北京八喜能否冲超还要看石家庄永昌的脸色。

石家庄永昌本轮对阵积分倒数第二的弱旅成
都天诚，只有取胜才能重新掌握冲超主动权。但
命悬一线的成都天诚队如果本轮再输，将提前降
级，他们必定会死磕永昌队。

排名第三的武汉卓尔与石家庄永昌还相差2
分，冲超依然有戏，且本轮对手是倒数第一、提前
降级的延边长白山队，3分几乎到手。

如果石家庄永昌“遭遇不测”，北京八喜也存
在冲超的理论可能。剩下两轮对阵排名第11的
青岛海牛、排名第9的深圳红钻，八喜取胜的机会
比较大。此外，青岛中能本赛季因深陷“刘健合同
案”被中国足协扣去7分，目前积43分列第5，有
传闻青岛中能一直不服正在上诉，让中国足协撤
销扣7分的处罚，如此中能将有机会冲超。不过，
中国足协应该不会收回成命。

■ 林永成

■ 中甲联赛前瞻

冲超、降级或揭悬念

本报万城10月24日电（记者蔡倩 特约记
者陈循静 通讯员黄良策）WKU2014中国万宁世
界自由搏击锦标赛将于10月28日至11月1日在
北京师范大学万宁附属中学举行。

本次比赛由WKU世界自由搏击和空手道联
盟、海南省文体厅、万宁市人民政府主办，海南省
体育赛事中心、万宁市文体局承办，将有来自德
国、中国、美国等近20个国家的100多名职业选
手参赛。根据赛程安排，10月30日晚上将举行
开幕式，并进行“冠军俱乐部”世界自由搏击职业
冠军赛之夜比赛，央视体育频道将在当晚19：30
分至21：30进行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届时来自
德国、美国、英国、奥地利、捷克、希腊等国家的8
名拳王将挑战中国的8名职业选手，其中，希腊、
美国、德国的3名拳王将与中国的3名职业选手
角逐WKU世界金腰带。10月31日和11月1日
还将进行泰拳、MMA、极限套路、计点搏击、轻接
触等项目的奖牌角逐。

世界自由搏击锦标赛
30日在万宁开打

本报讯 2014赛季WTA新加坡年终总决赛
结束小组赛的角逐，红组的伊万诺维奇苦战三盘，
以 7-6（7），3-6，6-3战胜罗马尼亚新星哈勒
普。伊万小组赛虽然取得2胜1负的战绩，但无
缘四强，哈勒普和小威廉姆斯分别以小组第一和
第二的身份出线。

在白组比赛中，在白组比赛中，丹麦甜心沃兹
尼亚奇以3战全胜的成绩排名榜首，强势打入四
强。拉德万斯卡以小组第二一同出线。世界排名
靠前的莎拉波娃和科维托娃双双无缘半决赛。

半决赛中哈勒普将对阵拉德万斯卡；小威将
与白组沃兹争夺一张决赛入场券。 （小新）

WTA总决赛四强产生

小威半决赛战沃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