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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强对阵

韩国VS乌兹别克
（22日15：30）

中国VS澳大利亚
（22日18：30）

伊朗VS伊拉克
（23日14：30）

日本VS阿联酋
（23日17：30）

男单
张择1：3休伊特

锦织圭3：0阿尔马格罗

小德3：0贝德内

瓦林卡3：0伊尔汗

女单
郑洁0：2张凯贞

张帅0：2科内尔

郑赛赛0：2汉克楚娃

大威2：0弗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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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年计划举办世界国际象棋
公开赛，并正在申办2016年世界国际象
棋青年锦标赛，再算上已经举办5届的儋
州国际象棋超霸赛，力争把这三项比赛
办成国内外知名的国际象棋品牌赛事，
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添砖加瓦。”省国
际象棋协会秘书长刘月清在近日召开的

“创国际象棋品牌，助国际旅游岛建设”
海南及中央驻琼新闻媒体座谈会上说。

刘月清说，海南自1998年开始推广
国际象棋，经过16年的普及，国际象棋
受众人数30余万。全省有国际象棋协
会等级证书的棋手1500多人，棋协大师
15人，13人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目前，海南共有10所小学、幼儿园被授
予国际象棋特色学校，现有国际棋联裁
判2人，国家级裁判3人。他说：“未来
我们将继续在海南中小学、幼儿园普及
国际象棋，争取三年后将海南国际象棋
队从乙级升级到甲级，再培养出3个本
土全国冠军。”

海南国际象棋队主教练、海南童星
国际象棋俱乐部总教练、中国著名国际

象棋理论家林峰认为，海南可以多举办
一些有影响力的赛事，探索组织国际象
棋主题活动，比如旅游主题活动等，举
办几个国际象棋赛事的品牌，进而带动
旅游产业的发展。刘月清表示，海南今
年计划举办世界国际象棋公开赛，以后
每年举办，并计划申办2016年世界国
际象棋青年锦标赛。每年举办省国际
象棋锦标赛、棋王棋后赛和等级赛三大
国际象棋比赛。

国际象棋作为一项国际性的智力体
育运动，对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也是大有裨益。林峰说，海南有美丽的
阳光、沙滩和洁净的空气，这是得天独厚
的自然优势，最适合举办国际象棋赛
事。目前，海南已举办各类国际象棋比
赛50多次。2013年底，在海口举办了全
国规格最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李
成智”杯全国青少年国际象棋冠军赛。
儋州也曾5次举办国际象棋特级大师超
霸赛。这些比赛对推动海南国际象棋的
普及和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提高
海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记者 王黎刚（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和内地的城市相比，海南开展校
园足球运动更有优势。”中国大学生体
协副主席薛彦青在近日召开的2015年
中国校园足球裁判长培训班上说。

本次培训班第一次落户海南，由海
南师范大学承办。薛彦青说，海南开展
校园足球的优势明显，特别是到了冬
季，北方的城市冰天雪地无法开展户外
运动，而海南则是阳光明媚、气候宜
人。海南的学生一年四季都能踢足球，
内地像东北地区的城市一年有5个月
不能踢球。因为气候原因，海南的中学
足球场大都是天然草坪，学生们在天然
草坪上踢球，球技进步会更快。

薛彦青认为，海南校园足球这两年
发展较快，坚持举办了近20年的全省
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前不久，省文体厅
和阿根廷相关部门签订了合作协议，由
阿根廷派出教练员团队为我省优秀体
育教师提供足球教练培训课程，同时选
拔优秀少年足球运动员和爱好者前往
阿根廷接受短期培训，感受足球氛围，
目的是使海南的青少年足球能够实现
长足发展。

据了解，海南拟分步在全省范围内
遴选建设367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覆
盖小学、初中、高中、高校四个阶段，其中
小学200所，初中100所，高中50所、高
校17所。我省将落实加强校园足球的
师资配备和培训，加大场地、器材经费投
入，完善升学政策，实行学生保险全覆
盖，开展足球教学研究，编写足球分层教
学大纲等相关政策，并推动校园足球教
学与大课间、课外活动实现融合，构建省
内校园足球的四级联赛机制。

海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廖清林说，建
设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是为吸引更多的
大中小学生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从而
增强学生体质健康，增进学生团队意
识、合作精神，以及经受挫折的能力，促
进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实现学生体质
健康和成长成才两不误。

廖清林表示，海南推动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建设，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促进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和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筑牢足球人才基础，从而
选拔和输送足球人才的重要途径。
本报记者 王黎刚（本报海口1月20日讯）

中国大学生体协副主席薛彦青：

海南开展校园足球更具优势
海南国际象棋队主教练林峰：

海南应多办有影响力的赛事

关注亚洲杯

亚洲杯八强“神曲”联唱

本报讯 亚洲杯是亚洲足坛
最重要的赛事。由于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的分组将按照国际
足联的FIFA积分排名来确定
种子队。因此，亚洲杯更是亚洲
诸强事关世界杯预选赛能否成
为种子队的“重要抢分期”。

中国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
的表现创造了亚洲杯历史来的
最佳战绩。其实际意义也直接
体现在了抢分成果上。按照亚
洲杯小组赛结束后的赛果计
算，本届赛事前亚洲排名第9位
的国足，排名积分已大幅超过
身前的卡塔尔、阿曼以及约旦；
在4月1日的2018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分组抽签（40强赛阶
段）时，国足必将以亚洲前8的
身份成为“种子队”。这样，国
足在亚洲区40强赛阶段突围进
军12强赛的希望将大增。

2018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
将分为三阶段，国足将直接参
加第二阶段，也就是40强赛阶
段。40支球队分为8个小组，
每组头名和4个成绩最好的小
组第二名将晋级最终阶段，也
就是12强赛阶段。

亚洲杯八强对阵产生，几家欢喜几家愁。止步小组赛的球队
早早哼着“离歌”卷起铺盖回家，晋级的球队虽然可以高歌一曲以
示庆祝，但也不乏为接下来的淘汰赛倒吸一口凉气者。在“神曲”
风靡的当下，这些球队的心情可能正需要歌词来表达。

新华社墨尔本1月20日电（记者彭
茜 胡丹丹）对于32岁的郑洁来说，今
年的澳网之旅尤为珍贵。来到墨尔本
公园的每一个角落，她会想也许这是最
后一次来这项赛事。

“毕竟打了十几次澳网了，就有点
像家的感觉，尤其对墨尔本唐人街的每
一个餐馆，每个免税店都很熟悉，基本
都跟大家成了朋友，以后还是会很怀
念，”郑洁说。

在20日的2015澳网女单首轮，郑
洁没能抵御住“90后”中华台北小将张

凯贞的进攻，以1：6、2：6告负。这也是
郑洁最近六年参加澳网的最差战绩。

郑洁表示自己在去年手术后状况
不佳，年底重新做了埋线手术，因此缺
席了整个冬训。年龄原因也让她难达
自己巅峰时期的状态。

“其实直到去年12月我才决定要
来澳网，因为这个比赛是我最喜欢的四
大满贯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温网，我很
希望再感受一下；再有就是张宇现在带
王雅繁，她今年转到了我们四川队，我
也想近距离看王雅繁第一次打大满贯

是什么感觉，”郑洁说。
事实上，在过去的两个月，郑洁更

多的身份是四川省网管中心副主任，曾
经觉得自己不善仕途的她要努力学习
各种沟通的技巧。她觉得已很难平衡
运动员和副主任这两个角色。

“运动员和副主任同时进行的可能
性不是太大。因为运动员需要足够的
时间和量来堆积才能有好的状态，但是
管理一个运动队，需要占用很多时间和
精力。所以澳网之后是很大的一个抉
择时刻，”郑洁说。

郑洁坦言，在去年年底，看着身边
朋友一个个退役，很多人都有了小孩，
自己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出来。

“其实作为我来说，最大的转折点
在于你觉得很难再突破自己的最好成
绩了，你有没有必要再去坚持？这可能
是我心底里最真实的一个想法，”郑洁
说。

郑洁表示，自己也曾跟李娜说过，
因为性格问题很难做到像她那样说不
打就不打了，所以会给自己一个慢慢的
过程。

退役还是接着打？

郑洁：澳网之后面临抉择

在巴西遭拖欠费用

孔卡回归中超？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月19日电（记者姬烨）

近来，广州恒大淘宝、山东鲁能、天津泰达等俱乐
部相继引入了巴甲强援，中超在引援方面正呈现
出一股“巴甲热”，而据巴西媒体19日报道，一桩
震撼中超的交易似乎在慢慢铺开，上赛季刚从恒
大回到巴甲的孔卡，将有可能重返中国。

据巴西权威媒体《环球体育》透露，一家中超
俱乐部已经向孔卡提供了一份优厚的报价，虽然
到目前为止这一俱乐部的名字还没有公开，但是
很有可能是刚刚请来前英格兰队主帅埃里克松
执教的上海上港队。

2014赛季刚从恒大回归巴甲弗鲁米嫩塞后，
孔卡依然展现出不俗实力，他以10次助攻排在巴
甲助攻榜次席。不过在去年底，与弗鲁米嫩塞合作
了近15年的主赞助商Unimed却宣布退出。此
前，Unimed一直负担着占据孔卡薪金绝大部分的
肖像权费用，但随着赞助商的退出，孔卡的肖像权
费用出现了拖欠的情况，这让他十分不满。

该报道称，孔卡如今在弗鲁米嫩塞过得并不开
心，虽然他跟随球队来到美国参加赛季前热身赛，
但当其得知来自中国的报价之后，还是表明希望俱
乐部可以放人，他倾向于接受来自中国的邀请。

巴西另一新闻网站《UOL》也报道称，弗鲁米
嫩塞主帅博尔热斯证实，孔卡距离重返中超已经

“非常接近”，“来自中国的报价让人难以拒绝，自
从Unimed不再赞助我们之后，孔卡的离开就随
时可能发生”。

西媒报道：

王健林将注资马竞
获20％股份

新华社马德里1月20日电（报道员谢宇智）
据西班牙多家媒体报道，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将于近日为西甲俱乐部马德里竞技注资约4500
万欧元，并获得后者高达20％的股份。

据西班牙《国家报》、《马卡报》等媒体透露：
马竞俱乐部与万达集团在长达数个月的会谈后
已接近达成最后的增资扩股协议。马竞主席塞
雷佐眼下已乘飞机前往北京，预计双方将很快敲
定协议。

马竞俱乐部在近两个赛季成绩骄人，上赛季
他们一度打入欧冠决赛，并在国内联赛中获得西
甲冠军。但与此同时，俱乐部经济状况不佳，负债
高达5.4亿欧元。《阿斯报》评论说，王健林注资马
竞，将给这支西甲球队带来新的规划、理念和市
场。“他的到来是对马竞以及整个西甲的支援。”

万达集团与马竞此前已在一些项目上展开
合作。万达“希望之星”青少年球员留洋项目中
的部分小球员目前正在马竞俱乐部接受培训。
媒体称，预计在王健林对该俱乐部注资后，双方
的合作将进一步得到加深，万达集团也将在马竞
的董事会中得到一个席位。

清华附小足球队
将赴阿根廷培训

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记者周欣）20日，
在“每班有球队、人人会踢球、男女齐上阵”的清
华附小，迎来了“圆中国足球梦－加多宝中国青
少年足球培训项目暨清华附小足球队赴阿根廷
培训启航仪式”，16名小球员将赴阿根廷进行为
期2周的留洋之旅。

国家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对清华附
小在校园足球发展中主动想办法，积极找资源，
努力构建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的探索给予高度评
价。王登峰说：“我们鼓励，孩子们一下课就往操
场上跑，身体好、体育好的孩子学习才会更好。
我们希望，孩子们此行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和
阿根廷同龄的青少年交流，开阔视野，更好地处
理好学习和锻炼。我们希望，中国能够有一大批
会踢球的科学家、艺术家、法官、律师……同时还
有一批文化成绩优秀的足球运动员。”

在阿根廷期间，小球员们将以博卡青年足球
俱乐部和圣洛伦佐足球俱乐部青训体系为基准，
针对中国青少年身体特点设置培训内容。同时，
小球员们还将与当地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
交流，感受阿根廷的足球文化氛围。

清华附小足球队队长姜子悦说：“这次能有
这样好的机会，我们全都兴奋得不得了，连做梦
都想坐着飞机去阿根廷，在那里的绿茵场上自由
奔跑。”

辽足保留功勋外援
和35岁詹姆斯续约

新华社沈阳1月20日电（赵文彬 李铮）尽管
赞比亚外援詹姆斯已经35岁高龄，但辽宁宏运
足球俱乐部依然对他充分信任。顺利和赞比亚
人续约2年后，辽宁宏运保留了詹姆斯、丘卡两
名上赛季保级的功勋外援。

辽宁宏运队2014赛季惊险保级成功，詹姆
斯和丘卡组成的锋线功不可没，詹姆斯攻入11
球，半途加盟的丘卡进球7个。

备战新赛季，辽宁宏运首先保留了两大功
臣。据悉，丘卡加盟时就是一年半的合同，而詹
姆斯35岁的年龄虽然偏大，但他的能力和敬业
精神还是得到了辽足的广泛认可。

辽足俱乐部总经理黄雁说，詹姆斯不仅能进
球，而且对球队感情很深，上赛季战胜大连阿尔滨
保级成功后，詹姆斯激动的泪水让全队非常感动。

据悉，詹姆斯和丘卡都将于下周与正在冬训
的球队汇合。

2014赛季结束后，辽宁宏运俱乐部投资人
明确表示将加大投资，但在中超豪门年投入已迈
进5亿门槛时，以辽足为代表的中小俱乐部的首
要目标依然是生存。

王大雷新发型亮相

伊
拉
克
队
球
员
亚
辛
庆
祝
进
球

韩国球员南泰熙庆祝进球

中国——《倍儿爽》
亚洲杯创纪录地以三连胜小组出线，不用看别

人脸色的中国队“今儿个倍儿爽”。“天是那么豁亮，
地是那么广，球门是那么大，队员是那么强”，低调出
征的国足又一次吊起了全国球迷的胃口，但若想避
免高开低走的命运，球队面对与东道主的比赛仍需
谨慎低调，走得更远时再“爽”也不迟。

韩国——《伤不起》
连续三轮伤了金周荣、李青龙和具滋哲，再加上

多名球员遭遇流感，韩国队小组赛的三个1：0，似乎
是以球员轮番伤病作为代价。随着李、具两人相继
确定无缘本次淘汰赛阶段，主帅施蒂利克的排兵布
阵已捉襟见肘，“太极虎”若志在问鼎久违的亚洲杯，
实在不能再有主力伤退了。

澳大利亚——《忐忑》
本来可以全力拿下三连胜昂首出线，怎奈小组

赛最后一场进行轮换的澳大利亚队被韩国“逆袭”，
只能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在1／8决赛遭遇风
头正劲的中国，看台上的本国球迷还需与大量中国
球迷争夺“主场权”。可以想见，澳大利亚此要怀着
怎样忐忑不安的心情备战22日的比赛。

乌兹别克斯坦——《爱情买卖》
“当初是你想轻取，中国没那么‘菜’；现在却要

用死拼，把命保下来。”赛前公认的小组最强者，却在
最后一轮死磕沙特才获得一张八强门票，“中亚狼”
乌兹别克斯坦是该扪心自问，是否轻易被小组对手
的表面所蒙蔽，一如只看到爱情模样却换来遍体鳞
伤。接下来与韩国的淘汰赛，虎狼之争鹿死谁手尚
在未定之天。

伊朗——《平凡之路》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

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在C组末轮惊险
战胜阿联酋夺回小组第一的伊朗，已经不再是10多
年前哈什米安、卡里米等领衔的波斯铁骑。在葡萄
牙人奎罗斯的调教下，这帮“平民化”的球员也许将
在整体足球之路越走越顺，捍卫世界排名亚洲区第
一的荣誉。

阿联酋——《最炫民族风》
本届亚洲杯上没有一名海归球员参赛的球队能

够获得小组出线，除了中国之外只有阿联酋一家。
由“海湾梅西”奥马尔领衔的球队有近半数“90后”
球员，且大多效力于本土阿尔艾因队和阿尔阿赫利
队。这支黑马此次刮起“青春民族风”昂首晋级，得
益于球员们作为俱乐部队友的长期默契配合。

日本——《我的滑板鞋》
“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我的海归最帅最

强最‘高大上’。”日本在亚洲杯小组赛中闲庭信步，
本田圭佑、香川真司等在场上仿佛踏着“魔鬼的步
伐”，盘带过人轻松流畅、传切射门无人可挡。在亚
洲的二、三流对手身上予取予求，想必卫冕冠军很享
受在光滑地面上“摩擦摩擦”的舒爽。

伊拉克——《小苹果》
拥有“活化石”老将尤尼斯，同时还有年龄最小

的参赛者法拉吉，伊拉克作为平均年龄最轻的一支
球队，可以高唱“小苹果”。不过，伊拉克并不稚嫩，
小组赛取胜约旦与巴勒斯坦，只是被卫冕冠军日本
一球击败。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前亚洲杯冠军的心，
怎样重视“都不嫌多”。（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澳大利亚队以4比0
战胜阿曼队。图为澳大利
亚队球员庆祝得分。
（本栏照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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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约旦

伊拉克2：0巴勒斯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