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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 4日电（记者林永
成 王黎刚）2015中国足球协会业余联
赛东南区决赛今天在海口结束小组赛的
争夺，海口海汉队2胜1平高居A组第
一挺进决赛，并获得全国总决赛的入场
券。海口海汉队将在明天的决赛中与B
组第一名江苏东吴队争夺东南区冠军。

台风“彩虹”的侵袭并没有让赛事延
期，球员们今天在风雨中展开小组赛最
后一轮的争夺，但持续的风雨和场地积
水还是让比赛的流畅度大为降低。经过

风雨中的苦战，海口海汉队以1：1战平
青岛鲲鹏队，三战2胜1平积7分获得A
组第一；深圳人人队名列A组第二。在
B组比赛中，前两轮全胜的江苏东吴队
和青岛崇鼎队直接交锋争夺小组第一，
结果江苏东吴队以2：0获胜。海南另一
支参赛球队澄迈雷霆队分在B组，他们
今天以1：2不敌浙江大成队，小组赛三
战皆墨排名垫底。

这是中国足球协会业余联赛东南区
决赛首次在海口举行。本次比赛共有8

支球队参赛，先分为两个小组打单循环
赛，A组4队为：海口海汉、南京天翼、深
圳人人、青岛鲲鹏；B组4队为：澄迈雷
霆、青岛崇鼎、浙江大成、江苏东吴。小
组第一名进入决赛，小组第二名争夺季
军。前三名获得参加全国总决赛的资
格，全国总决赛也将于今年底在海口举
行。

海口海汉队和澄迈雷霆队以今年海
南省公开赛前两名的身份参加此次比
赛。海口海汉队由海南省足协与海汉足

球俱乐部共建，由前国脚李晓担任主教
练，队中有多名球员来自中超、中甲的梯
队，还有参加过职业联赛的球员。该队
的目标是冲击中甲资格，成为海南首支
职业足球队。实力强劲的海口海汉队在
小组赛中优势明显，他们在首轮比赛中
以5：1大胜南京天翼，第二轮以2：0胜
深圳人人队。

澄迈雷霆队则由海南本地业余好手
组成，是纯粹的业余球队，也基本上代表
了海南本地业余足球的最高水平。在前

两轮比赛中，澄迈雷霆队分别以0：3负
于青岛崇鼎队、0：6大败于江苏东吴队。

决赛将于明晚在省高级体校足球场
进行，由海口海汉队对阵江苏东吴队。
江苏东吴队在小组赛中三战全胜打进
12球不失1球，志在夺冠的海口海汉队
将遇到劲敌。季军争夺战将于明天下午
进行，由深圳人人队对阵青岛崇鼎队。

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主办，海
口市人民政府、海南省文体厅、海南省足
球协会承办。

中国足球业余联赛东南区决赛小组赛战罢

海口海汉队小组第一挺进决赛

■ 阿成

10月3日，中国男篮击败菲律宾队，
豪取9连胜夺回丢失已久的亚锦赛冠
军，重返亚洲之巅。此次夺冠的中国男
篮平均年龄只有24岁，其中有7名球员
是首次参加亚锦赛，可称为老将的只有
易建联、周鹏和刘炜三人，首发阵容中
更有年仅 19 岁的周琦和 20 岁的赵继
伟。赛后，青春风暴、青春无敌、青春无
畏等有关“青春”的词汇见诸媒体。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男篮
错过了多次重建的机会，为了保成绩执着
于用老将，最终造成了 2009 年天津和
2013年菲律宾亚锦赛的两次惨败。痛定
思痛，中国男篮之后终于迈出重建的步
伐。宫鲁鸣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他果断抛
弃老将，大胆使用年轻人。尽管有过仁川
亚运会上的溃败，但可以视为年轻人成长
中付出的“学费”。最终在本届亚锦赛上，
中国男篮“破茧成蝶”，王者归来。

但在赛前，很多人对这支年轻的球
队打成什么样并没有底，不少人甚至认

为宫鲁鸣是在赌博，很可能继续“交学
费”。结果，年轻的中国男篮用一场“青
春风暴”，不断冲击着韩国、伊朗和菲律
宾等强敌的防线。韩国队的梁东根发
现自己根本无法跟上赵继伟和郭艾伦
飞奔的步伐；伊朗队高大的哈达迪在禁
区内屡次被周琦和易建联封盖；菲律宾
的“群狼”被中国队顽强的防守逼得无
路可去只能选择分球。

中国男篮主要赢在防守，这是人们
的共识。正因为年轻，中国男篮有充沛
的体能冲击对手，拖垮对手。在进攻
上，中国男篮的得分点相当分散，得分
最多的易建联只有场均16分多。打球
的人多，靠集体的力量、团结的力量赢
得胜利，这也是人们一致的印象。然
而，中国男篮并非“群龙无首”，易建联
的核心地位和场上作用有目共睹，虽然
得分不多数据不算漂亮，但他是当之无
愧的MVP。

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男篮的“青春风
暴”能发挥如此威力，除了人和，也得益于
天时地利。亚洲男篮多年的霸主伊朗队，

“黄金一代”已过了黄金期，年龄偏大连续
作战力不从心；韩国和菲律宾也多少有老
化的问题。中国男篮的重建早于对手，来
得正是时候。此外，主场作战，球迷的助
威被戏称为中国男篮的“第六人”。

易建联赛后说：“我们会迎来一个
新的时代。”年轻的中国男篮正处于上
升的势头，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
过，能否重建王朝？还是个大大的问
号。 亚锦赛今后将被亚洲杯代替，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两支大洋洲球队将并
入亚洲赛区，中国男篮很难在亚洲杯称
王。即使面对真正的亚洲对手，中国男
篮也难言必胜。伊朗队虽然此次落败，
但远非不堪一击，也不会后继无人。菲
律宾队如果继续归化球员，比如成功让
NBA 湖人队的后
卫克拉克森代表
其参赛，其实力将
大大提升。中国
男篮青春无畏，但
未来的征程并非
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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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孩子你什么都赢不了”。20年
前弗格森和曼联“92黄金一代”顶着这
句质疑称霸当季英超震惊江湖，20年
后的男篮亚锦赛，宫鲁鸣放弃一众老
将，带着平均年龄仅24岁、缺乏大赛经
验的中国队哀兵出征，最终豪取九连胜
夺回丢失已久的王冠，重返亚洲之巅！

周琦、郭艾伦、赵继伟等“90后”组成
的“青年近卫军”，用锐不可当的激情和
活力，为中国男篮敲开了通往里约奥运
会的大门，也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大魔王”引领诸星爆发
中国男篮刮起的这股“青春风暴”

中，19岁的周琦年龄最小，却是最耀眼
的明星。

周琦“大魔王”的称号，源自他在
2011年土耳其U16邀请赛中对阵德国
队时狂揽41分28个篮板和15次盖帽
的统治级表现。然而在国家队，周琦的

“魔性”始终没有真正爆发，直到本届亚
锦赛遭遇韩国，他攻下全队最高的21
分外加8个篮板，在关键的第四节独得
13分率领中国队完成20分的大逆转。

这场精彩的逆袭被看做中国队蜕
变的关键，同时也打通了周琦的“任督
二脉”。“大魔王”亚锦赛期间在进攻端
场均能贡献9.9分，进攻手段之丰富令
人称奇，暴扣、中投不在话下，偶尔还能
如后卫般从三分线闪转腾挪至篮下完
成“2＋1”，防守端中国队场均4.9次盖
帽（亚锦赛第一），其中1.9次都出自周
琦之手。决赛之夜，周琦贡献了16分
和14个篮板，为自己的冠军之旅画上
了完美的句号。

周琦是未来的内线支柱，而辽宁
“双子星”——21岁的郭艾伦和20岁
的赵继伟则是中国队多年受困于“控卫
疲软”的解药。

郭、赵二少，一个狠，一个稳，堪称
目前国家队的“金牌双控卫”。郭艾伦
是队内打破进攻僵局的头号尖刀，他犀
利的突破不但能充实自己的得分账户，
同时也不耽误为队友助攻。本届比赛
郭少场均有10.9分入账，全队仅次于易

建联，此外4.1次助攻和1.3次抢断均
为全队最高，和易建联、周琦一起入
选赛事最佳阵容实至名归。赵继伟
虽然数据不如搭档亮眼，但他的大
局观和组织才华已初露锋芒，尤其是
对阵约旦队时送出8次助攻（比对方
全队还多），赛后被宫鲁鸣点名表扬。

锋线也不缺新锐的光芒，同为22
岁的翟晓川和丁彦雨航在第二阶段比
赛渐入佳境，显露出了能攻善守的潜
质。25岁的周鹏和27岁的李根
在年龄上虽不是新星，但
都翻开了个人国家队的
新篇章。

联赛“练级”
仍是关键

如此一批青年才
俊，再加上正值当打之
年的易建联，正如宫
鲁鸣所说，这支中国
男篮的未来绝不仅
是 一 次 亚 锦 赛 冠
军。然而，周琦等人
今后的成长，仍需扎
根于CBA联赛。

以赵继伟为例，
因为辽宁队有外援哈
德森和郭艾伦，上赛季
CBA他场均只有8.3分钟比赛时
间。带赵继伟征战亚锦赛，是宫鲁
鸣慧眼识珠，同时也是一次赌博，这
次宫指导虽然赌赢了，但这种发掘
新人的模式毕竟难以常态化。

由于诸多年轻国手在联赛中
上场时间难有保证，所以本届男篮
从3月就开始集结，用超长的集训
为联赛“补课”。有业内人士称，长
期集训为年轻队员储备了良好的体
能，增进了彼此间的磨合度与信任
度，随着逆转韩国一役，年轻队员实现
了自我释放，战术执行力明显又上了
一个台阶。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姚友明）

男篮亚锦赛
总结“青年军”撑起冠军脊梁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者
苏斌 汪涌）出战4日中网女单正赛首
轮的三位中国队选手都吃到了败仗，韩
馨蕴1：2遗憾负于新科美网冠军佩内
塔，张帅0：2不敌德国选手巴瑟尔，郑
赛赛0：2不敌法国新星加西亚。至此，
在今年中网女单赛场上，中国队只剩下
此前一天获胜的王蔷。

韩馨蕴输得有些可惜。依靠江西
国际挑战赛上的出色发挥，1990年出生
的韩馨蕴以外卡身份参加中网。首轮
面对美网冠军、意大利老将佩内塔，现
世界排名160位的韩馨蕴在首盘就给
对手制造了足够多的麻烦，不过她还是
以5：7遗憾地丢掉首盘。第二盘，韩馨
蕴在第八局实现破发，以6：4将盘分扳
平。关键的决胜盘，佩内塔发挥了经验
上的优势，以6：4晋级第二轮。

“自己在场上表现得还是不够自
信，处理一些关键球的时候没有对方老
到，尤其是在第三盘领先的情况下打得
有些着急，”韩馨蕴说，自己在上网的质
量上还需要再加强。

张帅曾和巴瑟尔在去年的澳网

和美网首轮中有过两次交手，巴瑟尔
取得全胜且一盘未失。此番两人再
度对垒，张帅在首盘第三局中实现破
发，以 2：1取得领先，但很快被对手
完成回破。状态出色的巴瑟尔之后
又连续拿下三局，以 5：2遥遥领先，
并以6：3赢得首盘。

巴瑟尔在第二盘中乘胜追击，尽
管张帅在首局完成保发，但两人相差
140多位的世界排名还是反映到了比
赛中。巴瑟尔在第三局率先破发，并
不断扩大局分优势。又一次破发后，
巴瑟尔在第八局中保住发球胜赛局，
以6：2锁定胜利。

“比赛的过程打得还是很好的，虽
然最终比分看上去不是很理想，但很多
局都拿到了局点或者破发点，我还需要
一些时间，”张帅说。

郑赛赛成为当日第三位单打出局
的中国队女将，她与世界排名高出自己
26位的加西亚此前有过两次交手，都
取得了胜利。不过这次在中网，郑赛赛
没有占到任何优势，以两个2：6负于对
手，止步首轮。

中网公开赛

中国三女将止步首轮
女单赛场中国队只剩王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记者
肖亚卓 汪涌）2015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女单头号种子哈勒普在4日进行的首
轮比赛中由于脚踝受伤，在首盘局分
4：5落后时宣布退赛。

由于现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廉姆
斯在本次中网开赛前宣布退赛，现世界
排名第二的哈勒普成为了赛会女单头
号种子。她首轮的对手是西班牙选手
阿鲁阿巴雷纳。

首盘比赛开始后，可能是由于脚踝
伤势的影响，哈勒普并未展现出头号种
子的实力，并一度下场接受治疗。经过
简单处理后，哈勒普回到场上，可是没
过多久还是因为无法坚持下去而选择
了退赛。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哈勒普
说：“在之前的广州网球公开赛上，我就
感觉脚踝有些疼痛，到了武汉之后，情
况变得更加严重。今天的比赛中，我本
以为可以继续打完，但终究还是无法坚
持下去。”

在谈到目前的伤病是否会影响
在新加坡举行的 WTA 年终总决赛
时，哈勒普表示很希望出现在总决
赛的舞台上，但目前对她来说最重
要的是健康。

由于捷克名将科维托娃在此前
的比赛中以 5：7、4：6 不敌意大利
老将埃拉尼被淘汰出局，本届中网
女单比赛的头两号种子已经双双止
步首轮。

哈勒普因伤退赛 科娃爆冷出局

女单头两号种子首轮折了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5年海口市自行车
联赛第三站“禧玛诺&乐卡克杯”2小时公路耐力
赛暨总决赛近日在海鸥羊山大道上演，来自全省
的300多名业余选手参赛。

本次比赛是继第一站3月21日西海岸个人、
团体计时赛，5月2日第二站海大环湖赛后，第三
站比赛暨年度总决赛。

来自天涯骑驴三位选手包揽年度总冠军，谢
容宇获得含金量最高的男子精英年度总冠军，并
同时穿上乐卡克“环法黄色荣誉衫”，林道卫获得
大师组年度总冠军，黄玉莲获得女子年度总冠
军。年度积分获奖选手瓜分2.2万元的总奖金，
各组冠军奖励价值近二千元的乐卡克骑行服，其
它获奖选手获得由捷安特和EasyDo赞助价值近
万元的骑行奖品。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口市自行
车运动协会承办，天涯骑驴俱乐部、海南悠活体育
推广有限公司协办。

海口市自行车联赛总决赛落幕

天涯骑驴包揽总冠军

据新华社马德里10月3日电（报道员谢宇
智）巴塞罗那再遭败绩！3日晚，在西甲第七轮的
一场重头戏中，三中门柱的巴萨客场1：2不敌塞
维利亚。

梅西的受伤缺阵让巴萨的攻击力大打折扣，
偏偏运气也差到惊人，内马尔、苏亚雷斯和桑德罗
各有一记射门击中门框。塞维利亚下半时依靠德
赫利与伊博拉的进球取得领先。巴萨虽然随后由
内马尔扳回一城，却未能改变落败的命运，本赛季
第二次在西甲赛场遭遇败绩。这也是他们近十年
来的西甲最糟开局。

巴萨在上半时两次错过得分机会，第22分
钟，苏亚雷斯的一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取消，内马尔
随后的任意球打在门框上。第38分钟，苏亚雷斯
的射门再次中柱。双方在前45分钟战成0：0。

僵局在下半时开场后不久告破。德赫利第
52分钟为塞维利亚首开记录，无人防守的他在小
禁区边缘将加梅罗的下底传中轻松拨入网窝。仅
6分钟后，主队卷土重来，德赫利禁区边缘斜传门
前，伊博拉近距离甩头将球打入。

巴萨在第74分钟扳回一球，替补上场的桑德
罗成功制造点球，内马尔将球罚入。此后桑德罗
原本还有改写战局的机会，但他的射门再度打在
门柱上弹出。巴萨不得不接受遗憾落败的命运。

西甲

巴萨憾负塞维利亚

据新华社伦敦10月3日电（记者王子江）连
输两场的曼城队3日在伊蒂哈德球场报复性反
弹，以6：1狂胜纽卡斯尔再次登上积分榜首，前锋
阿圭罗独中五球。

切尔西8轮过后只赢得8分，排在第16位，落
后曼城10分。不过，狂人穆里尼奥赛后依然很
狂：“如果俱乐部想解雇我，他们必须要解雇我，因
为我不会自己跑掉。如果他们要解雇我，他们将
解雇这个俱乐部历史上最优秀的主教练。”

曼城开场18分钟后就被攻破大门，米特洛维
奇头球为纽卡斯尔取得领先，但阿圭罗第42分钟
将比分扳平，之后他又4次破门，德布劳内攻入了
另外一个进球。

曼城本轮过后超过曼联两分，重新夺回榜首
的位置。红魔将在4日做客酋长体育场，如果击
败阿森纳还会再次登顶。

佩莱格里尼赛后对阿圭罗大加赞赏：“塞尔吉
奥·阿圭罗与众不同，他有些时候创造很多机会，
但无法进球。今天他创造了很多机会同时也打进
了很多球。”

27岁的阿圭罗成为英超历史上第五位一场比
赛中攻入5球的球员，其他四人是安迪·科尔、希勒、
迪福和贝巴托夫。如果不是佩莱格里尼在第64分
钟将他换下场，阿根廷人很有可能创造新的纪录。

卫冕冠军切尔西在主场以1：3不敌南安普敦
队，遭遇本赛季第四场失败。

除了联赛中输掉4场比赛外，切尔西还在上
周二的欧冠比赛中输给了波尔图，为了挽回颓势，
穆里尼奥重新让队长特里首发，开局似乎一切顺
利，威廉在第10分钟任意球直挂球门右上角，切
尔西以1：0领先。

但南安普敦在第43分钟将比分扳平，戴维斯
胸部停球抽射入网。第60分钟，特里防守失误，
马内单刀将球打入。第72分钟，佩莱远射破门，
为客队打入了第三个入球。

这是穆里尼奥执教切尔西以来，在联赛中首
次被客队攻入两个以上的入球。这也是37年来
切尔西最悲惨的赛季开局。

英超

阿圭罗独中五球
助曼城重登榜首

科维托娃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阿奎罗进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19岁的周琦是
中国男篮未来的内
线支柱。

新华社发

中国男篮青春无畏
中国队后卫“双子星”郭艾伦（右）和赵继伟在与伊朗队之战中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