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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金江10月28日电 （记者王
黎刚）经过9个赛段的激烈角逐，“海南
农信杯”2014第9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今天在澄迈落下帷幕。最终，
来自法国马赛苹果车队的朱利安·安东
玛奇如愿以偿地保住了黄衫，将本届比
赛的总冠军头衔收入囊中，这也是他职
业生涯的首个多日赛总冠军。

冲刺榜方面，蓝波车队主力冲刺
手尼科洛·博尼法齐奥以113分的成
绩稳居榜首，他同时也是个人总成绩
亚军。爬坡王的争夺在皇后赛段过后
就已失去了悬念，乌克兰国家队车手
塞吉·格雷卿领先波兰CCC洲际队车
手布兰尼斯劳·萨莫伊劳2分，将圆点
衫穿回家。亚洲最佳方面，阿斯塔纳

车手安德烈·泽伊茨夺得蓝衫；一度保
有蓝衫5个赛段的恒翔队名将王美银
最终位列第8，亚洲最佳排行榜第3。
车队总成绩方面，马赛苹果车队力压
两大顶级职业队——蓝波和阿斯塔纳
车队，获得个人和团体双丰收；马来西
亚洲际队则获得了亚洲最佳车队称
号。共有3支大中华地区的车队保住
了团体成绩，中国香港队、恒翔队和卓
比奥斯车队分列亚洲车队排行榜的第
4名至第6名。

本届比赛总奖金为35万美元。共
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0支队伍
参赛，包括3支国际自盟职业队、3支国
际自盟洲际职业队、12支国际自盟洲
际队、1支国家队和1支地区队。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经过9天9个赛段1493.7公里的角
逐，第9届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今天在澄迈落下帷幕。设置“皇后赛
段”、增加央视直播三个赛段、专业化赛
事公司运营，已经9岁的环岛赛在场内

场外都在寻求着突破。

小车队力压三大职业队

赛前，人们一致看好个人冠军和团
体总成绩第一名将会在三支顶级职业队
——阿斯塔纳、蓝波和贝尔金车队中

产生，但出人意料的是，第三级别的车
队——马赛苹果洲际队却最终获得了
双料冠军。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车手在本次
比赛中难有太大的作为，毕竟在前8届
环岛赛中还没有中国车手能穿上黄色领
骑衫，但在本届比赛中，这种尴尬就此终
结。在第三赛段的较量中，首次有中国
车手披上了象征总成绩领先的黄衫。中
国车手王美银凭借第二个途中冲刺点收
获3个减秒，从而以2秒的时间优势力
压此前的黄衫保有者——蓝波车手尼科
洛·博尼法齐奥，登上了个人总成绩榜的
首位，穿上了黄色领骑衫。

上届比赛，让车迷有些视觉疲劳，贝
尔金队9个赛段从头到尾牢牢占据个人
和团体第一。本届比赛一家独大的现象
被彻底杜绝，前5天的赛段冠军和黄衫
都由不同车队的车手获得。三支顶级职
业队阿斯塔纳、蓝波和贝尔金车队尽管
赛前夺冠呼声较高、实力雄厚，但马赛车
队异军突起，并最终击败了职业队。

法国马赛苹果车队的朱利安·安东
玛奇之所以能问鼎黄衫，和第7赛段特
殊的线路有关。九架山、鹦哥岭和阿陀
岭三大一级爬坡点的“联袂演出”，让第
七赛段比赛被认为是本届环岛赛的“皇
后赛段”。在一个决定性的双人突围中，
力压阿斯塔纳车手安德烈·泽伊茨取得

第二场单站胜利，并且在总成绩榜上以
25秒的优势重返榜首。此后，安东玛奇
牢牢地控制住了局面，没有让黄色领骑
衫易主。“皇后赛段”的设置增加了比赛
的难度，也使比赛悬念大增。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
区的20支车队参赛，包括3支国际自盟
职业队、3支国际自盟洲际职业队、12支
国际自盟洲际队、1支国家队和1支地区
队。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环岛赛成功邀请
到阿斯塔纳、贝尔金以及蓝波三支职业
队，其中，阿斯塔纳是今年环法赛的总冠
军车队，贝尔金是去年环岛赛的卫冕冠
军，而蓝波在环西赛、环意赛等世界各大
环赛上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并于今年完成
环岛赛首秀。三支顶级车队的加入，在国
内洲际自行车赛中尚属首例，将环岛赛的
专业性推向了新的高度，也使今年的赛事
变得更专业、更具悬念、更加精彩。而尤
其精彩之处还在于，虽有三大职业车队参
赛，但最终却让小车队马赛苹果洲际队夺
冠，让大赛上演了戏剧性。

实现央视网络同步直播

本届环岛赛的另一大突破，是实
现了央视与网络的同步直播，同时也
实现了专业化赛事公司负责运营工作
的转型。

央视直播的三个赛段分别是澄迈绕
圈赛、海口-文昌赛段、万宁-三亚赛
段。通过央视和网络直播，环岛赛精彩
激烈的比赛过程、沿途市县风貌以及我
省独特的热带岛屿风情都得到了全方位
展现。专业化赛事公司的运营，更带来
了先进的赛事运营理念和手段，让环岛
赛更“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

此外，在许多环节和细节上，还可以
感受到本届环岛赛的明显变化。比如，
邀请了更多的外地媒体、专业自行车媒
体报道环岛赛，让环岛赛得到了更广泛、
更有效的传播；请来专业公司操作媒体
工作的系列流程；在接待、翻译、赛后颁
奖等多个环节上，也可以看到更多专业
人士的参与；颁奖背景台等设施重新布
置，显得时尚、大气。

同时，为营造热烈、欢快的赛事氛
围，组委会还特别策划了一系列群众互
动活动。其中，在首日的澄迈嘉年华中，
环岛赛的成长历程以极具感染力的形式
体现，当天的VIP观赛、游玩以及五站的
荣誉骑行、花车巡游等，拉近了赛事与群
众的距离，让群众更多地参与赛事。而
组委会通过微博进行赛事直播，并在官
方微信发起竞猜、刮奖等互动游戏，也使
环岛赛成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和推广自
行车运动的有效平台。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

场内场外都在寻求突破
——第9届环岛赛综述

■ 新华社记者 李博闻

NBA新赛季的硝烟明日将正式点
燃。与上赛季不同，东部诞生了新霸
主；和上赛季类似，西部则是狂野依
旧。但不论如何，NBA的激情有增无
减，NBA的心跳与你同步。

新赛季的东部渐成两强争霸态势，
只不过去年的主角已经换人。由于皇
帝詹姆斯情归故里，热火三巨头成为历
史，转而詹姆斯、勒夫和欧文组成的新三
巨头在骑士诞生。为了得到投射能力
和篮板意识极佳的大前锋勒夫，骑士甚
至放弃了新秀状元威金斯。拥有这样
顶级配置的骑士可谓笑傲东部，多家博
彩公司都将夺冠赔率第一留给了骑士。

当然，三巨头的磨合十分关键，勒
夫能否像当年的波什那样牺牲开火权
甘当詹韦二人的绿叶，因为有消息称勒
夫已经开始抱怨篮下得球的机会不
多。而从没打过季后赛的欧文又能否
具备韦德在迈阿密那份领袖气质，也是
一个疑问。此外，队中像瓦莱乔和马里
昂这样的防守尖兵并不多，这就需要球
队有像热火那样的整体防守意识，而偏
重进攻的欧文能否积极融入到高强度
的防守体系中，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去年东部决赛的另一主角步行者
恐将被公牛顶替。当家球星保罗·乔治
重伤赛季报销以及悍将史蒂芬森转投
黄蜂，让步行者跌出了豪强序列。相反，
今夏转会市场运作颇为成功的公牛则
从洛杉矶招来了攻守兼备的大个子保
罗·加索尔，加上当家球星罗斯复出，再
加上以防守著称的主帅锡伯杜的调教，
在没有伤病的前提下，公牛具备了在东
部阻击骑士的实力，一个偏重防守一个
偏重进攻的矛盾之争，将颇为精彩。

和东部不同，NBA西部角逐将依旧
惨烈。卫冕冠军马刺保留住了上赛季的
夺冠阵容，邓肯、帕克、吉诺比利的三驾
马车磨合已臻化境，上赛季马刺是全联
盟唯一一支攻守效率全部排进前六名的
球队，NBA最新一期的战力榜也依旧把

马刺列为头把交椅。而如果马刺再夺
冠，这也将是他们历史上的首次卫冕。

快船将是西部诸强中马刺的最大
对手。保罗和格里芬经过几个赛季的
磨合更加默契，走出了上赛季斯特林事
件的阴霾，鲍尔默入主就宣称要为球队
带来冠军。因此，雄心勃勃的快船在休
赛期保留核心阵容的基础上，对轮换阵
容进行了修补。霍伊斯、法玛尔、德尔
菲诺、特科格鲁等球员的加盟，让快船
进攻选择和板凳深度进一步加强，具备
了和马刺叫板的实力。

伤病则是考验雷霆的一大难题。
当家球星杜兰特右脚骨折，估计要到
12月中旬才能复出，而近日队中两名

角色球员雷吉·杰克逊和兰姆也在训练
中受伤。这将是威斯布鲁克挑起大梁
的时机。杜兰特的缺席将直接影响球
队开赛头15场左右的胜率，但不会改
变球队的冲冠趋势。毕竟这是一支充
满年轻活力的队伍，经过几个赛季大场
面的磨合，如果杜兰特回归，雷霆双星
的威慑将会令所有对手胆寒。

此外火箭的“摩登”组合拥有诺维茨
基、钱德勒和帕森斯的小牛，在西班牙世
界杯大放异彩的“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
领衔的鹈鹕，迎来阿弗拉罗、麦基和加里
纳利回归的掘金，都将在狂野西部中充当
搅局者的角色，点燃西部诸强的乱战。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东部两强争霸 西部狂野依旧
——2014－2015赛季NBA前瞻新华社马德里10月27日电（报

道员谢宇智）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27
日在马德里举行2013－2014赛季颁
奖典礼。皇马球星克·罗纳尔多（C罗）
一人独揽了三项大奖，在颁奖典礼上也
上演了奖项“帽子戏法”。

克·罗纳尔多不仅连续第二年加冕
西甲最佳球员，还同时以31记进球夺
得上赛季西甲最佳前锋。此外他在伯
纳乌对阵巴伦西亚一战的一记“蝎子摆
尾”式入球则拿到了最佳进球奖。他
说：“我很惊讶他们把最佳进球颁给了
我，但这确实很美妙。能够一口气拿到
三个奖杯是独一无二的。”

与此同时，克·罗纳尔多的俱乐部
队友拉莫斯、莫德里奇和纳瓦斯（上赛
季效力莱万特）分别获得最佳后卫、最
佳中场和最佳门将奖。这也让皇家马
德里队成为当晚最大赢家。

与皇马的风光相比，上赛季西甲冠
军马德里竞技队中却仅有主帅西蒙尼
斩获最佳教练员奖。马竞主席塞雷佐
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惊讶于
皇马竟然比马竞拿到了更多的奖项，不
过我们尊重评委的决定。”

此外，另一大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同
样失意而归，仅有伊涅斯塔获得最佳攻
击型中场。

皇马称王西甲年度颁奖礼
C罗获三项大奖上演了奖项“帽子戏法”

新华社马德里10月27日电（报
道员谢宇智）由于缺少必要的教练资格
证书，执教皇马二队的前法国巨星齐达
内27日被西班牙足协竞赛委员会处以
三个月执教禁令。

齐达内目前是征战西丙联赛的皇
家马德里青年队卡斯蒂亚队的第二教
练。然而，这名皇马传奇球员眼下仅仅
具有相当于西班牙二级教练资格的相
关证书。而根据规定，在西班牙甲级、
乙级和丙级球队出任教练必须拥有三
级资格证书。

尽管齐达内表示，自己正在法国考

取相应级别证书，但西班牙竞赛委员会
并不接受这一解释，并于本周一对其颁
布了为期三个月且立即生效的“禁教
令”。与其一同受罚的还有卡斯蒂亚主
教练圣地亚哥·桑切斯。

皇马当日就此事发表声明，对该决
议表示“完全不认同”。声明中说：“齐
达内接受了法国足协举办的教练员培
训，完全具备出任皇家马德里卡斯蒂利
亚队所处级别球队主教练的资格”，并
称将“通过所有法律途径对该处罚决定
进行申诉”。他们将拥有10天时间向
上诉委员会及体育管理法庭提起上诉。

齐达内“无证上岗”受罚
被西班牙足协“禁赛”三月

新华社长春10月28日电（记者王昊飞）由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2014年
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将于11月8日至12日在吉
林省长春市五环体育馆举行，届时将有383名“武
林高手”一争高下，其中包括在仁川亚运会上夺得
金牌的全部5名中国选手。

在10月初结束的仁川亚运会上，中国散打队
共获得5枚金牌，得主分别为上海选手章乱、吉林
选手王聪、北体大选手赵福祥、陕西选手张坤和河
南选手孔洪星。吉林省体育局乒曲篮武管理中心
副主任高继峰在28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上述5名“新鲜出炉”的冠军将全部亮相长春，以
提高赛事的水准和观赏性。

2014年上半年，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分别举办了男子12个级别、女子7个级别的
锦标赛，本次冠军赛是由锦标赛选拔出来的男子
12个级别的前16名、女子7个级别的前12名选
手进行冠、亚、季军的争夺。比赛将分为10个单
元，共有139场对决，将有来自全国42支代表队
的运动员参赛。

383名“武林高手”
竞逐全国武术大赛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 在28日进行的
2014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
17轮比赛中，榜首四强出人意料地悉数落败，领
头羊大连上方衡业队的优势不减反增。

客场面对为保级而战的成都兴业银行队，在
今年围甲联赛中威风八面的大连队马失前蹄。刚
刚夺得阿含桐山杯冠军的“围甲之男”柯洁在主将
战中不敌李东勋，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唐韦星输
给了川将古灵益。尽管芈昱廷和朴廷桓双双取
胜，根据主将制规则大连队只得到1分。

排名第二的山东景芝酒业队客场1：3输给广
西华蓝队，错失追分良机。山东队主将江维杰被
广西队外援李世石擒下，周睿羊和丁世雄分别败
在廖行文和陈贤手下，战胜张立的范廷钰独木难
支。山东队未能拿到1个场分，大连队在积分榜
上的领先优势扩大到12分。

本轮前排名第三、四位的传统劲旅中国移动
上海队和重庆银行队也败下阵来。主场作战的中
国移动上海队0：4惨遭升班马湖北洪湖三民队横
扫。其中，老将常昊负于赵汉乘，“磨王”邱峻败给
了檀啸。

联赛“九冠王”重庆队主场惜败，辽宁觉华岛
队强龙力压地头蛇。重庆队的大将古力在快棋赛
中战胜谢尔豪，王檄击败童梦成。可是，倡棋杯新
科冠军杨鼎新主将战负于孟泰龄，名将谢赫被新
锐黄云嵩掀翻，重庆队只有1分进账。

本轮的另外两场较量也是根据主将制规则分
出胜负。积分垫底的西安曲江队主将胜浙江荣美
控股队，韩国外援崔哲瀚立下头功，为西安队带来
了一线生机。中信北京队主将胜贵州百灵队，柁
嘉熹在关键的主将战中力克国内等级分排名第一
的时越。

在联赛还剩最后5轮的情况下，大连队夺冠
几成定局，剩下的悬念是亚军的归属和保级大战
的结果。

围甲联赛爆出大冷
榜首四强齐齐落败

据新华社成都10月28日电（史春东 许瀚
文）27日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在成都展开第二日争
夺，首轮比赛继续进行。中国方面，港籍名将傅家
俊携肖国栋、赵心童、周跃龙龙晋级32强。其它
选手中，名将特鲁姆普与墨菲相继过关，马奎尔爆
冷遭淘汰。

去年的赛事中，傅家俊不敌丁俊晖屈居亚
军。今年由于丁俊晖在资格赛中过早的被淘汰，
傅家俊的表现备受关注。

面对已四年未曾交手的海菲尔德，双方一上
来即陷入缠斗，傅家俊凭借出色的防守，以69：32
胜出首局。第二局中傅家俊手感依旧，单杆轰下
141的高分，总比分2：0领先。之后，哈菲尔德状
态逐渐回升，连追四局。傅家俊经过调整之后双
方又陷入了缠斗，比分又打成4平。第九局傅家
俊又找回了感觉，单杆拿下98分之后又在第十局
以69：16漂亮收杆。

整场比赛，海菲尔德给傅家俊的晋级制造了
不小的麻烦。“我开局打得很好，手感也是不错。
第三局是比较关键的一局，我曾领先四、五十分，
对手打得很好，一杆清台打乱了我的节奏，使得我
的信心没有之前那么足，他越打越好，给了我很大
的压力。在以2：4落后时，我甚至认为我的晋级
前景不是很乐观。”傅家俊如是说道。

斯诺克成都赛
傅家俊艰难晋级

第9届环岛赛在澄迈落幕
法国马赛苹果车队获双料冠军 聚焦

环岛赛

新华社罗马10月27日电 意甲豪门尤文
图斯队 27日宣布，队中球星埃弗拉由于肌肉
伤势将缺席一个月的比赛，这也就意味着这名
法国人将无缘尤文图斯队在欧冠赛场上的两
场硬仗。

今夏从曼联转会而来的埃弗拉在本赛季
为尤文图斯队打了6场比赛，他在上周的训练
中受伤，因此也未能参加尤文图斯与巴勒莫
的意甲联赛。尤文图斯在官方声明中表示：

“埃弗拉经过检查后，被确定将缺席近30天的
比赛。”

目前尽管尤文在意甲联赛中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欧冠赛场仅积3分，接下来的两场欧冠硬仗
对于尤文来说不容有失，而埃弗拉的伤势对于尤
文图斯来说无疑是个打击。

尤文大将埃弗拉
将伤停一个月

马赛苹果队的朱利安·
安东玛奇夺得了本届环岛
赛的总冠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0月28日，来自澳大利亚最派克车队的冲刺手沃特率先冲过第九赛段终点。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C罗一人独揽三项大奖

NBA季前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图为步行者队球员斯科拉（右）与黄蜂队球
员泽勒在比赛中奋力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