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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10月12日电（记
者王子江 张寒）2016年欧洲足球锦
标赛预选赛已近尾声，12日的比赛过
后已有18支球队获得参赛权，目前只
剩6个名额待定。

按照欧锦赛预选赛的规则，9个
小组的前两名及成绩最好的一个小
组第三直接晋级，剩下的8个小组第
三将进行附加赛，胜出的4支球队晋
级，再加上东道主法国队，正好24支
球队参加决赛阶段的争夺。

当日比赛结束后，除H组第二名
尚未确定外，其他8个小组的前两名
都已产生，他们是：A组的冰岛和
捷克、B组的比利时和威尔士、C
组的西班牙和斯洛伐克、D组
的德国和波兰、E组的英格
兰和瑞士、F组的北爱尔兰

和罗马尼亚、G组的奥
地利和俄罗斯、I

组的葡萄牙和阿尔巴尼亚。
H组中，意大利队以21分排名第

一，已确保出线。挪威队以19分排名
第二，克罗地亚队落后挪威队2分。

本届欧锦赛13日在战罢A组、B
组和H组最后一轮比赛后将结束小
组全部比赛。H组中，挪威队在客场
迎战意大利队，克罗地亚队客场与马
耳他队交锋。土耳其队将和荷兰队
争夺A组的第三名，波黑、以色列和
塞浦路斯队争夺B组第三名。

已获得附加赛参赛资格的是瑞
典、斯洛文尼亚、乌克兰、丹麦和爱尔
兰。另外，F组第三名匈牙利队有可
能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身份直接
出线。

不过，如果A组的土耳其队击败
冰岛队，同时哈萨克斯坦队战胜拉脱
维亚队跃居小组第五，土耳其队也有
可能取代匈牙利队成为成绩最好的小
组第三直接获得决赛阶段参赛资格。

按照比赛规则，所谓的成绩最好
的小组第三，指的是位居第三的球队
与本小组排名前5的球队的比赛积分。

新华社巴西福塔莱萨 10 月 12
日电 （记者姬烨）“外星人”罗纳尔
多 12 日在接受巴西媒体采访时承
认，如今的巴西男足早已不是南美
最强队。

去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被德国
队以7：1血洗，今年美洲杯四分之一
决赛被巴拉圭队点杀出局，“五星巴
西”已没了当年的霸气。在2018年俄
罗斯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首轮比赛
中，巴西队在客场没能顶住新科美洲
杯冠军智利队的疯狂进攻，最终以0：

2落败。这一连串的失利似乎印证了
巴西足球的没落。

“在最近这几年中，现在这支国
家队是最让球迷失望的国家队，在将
来我们还将遇到更多困难，但这些困
难都来源于我们自己，不是别人，”曾
随巴西队夺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冠
军的罗纳尔多说。

在罗纳尔多看来，去年世界杯淘
汰赛阶段，巴西队虽然接连淘汰了智
利和哥伦比亚队，但每次获胜都显得
十分困难，巴西队在南美足坛已无任

何优势。“在最近的几场正式比赛中，
我认为巴西队发挥比智利、阿根廷、
乌拉圭和哥伦比亚都要差”。

南美区预选赛共有南美洲足联
的10个会员协会参赛，将进行主客场
共18轮循环赛，争夺4.5张决赛圈入
场券，前4名直接晋级，第五名将与大
洋洲冠军进行附加赛。

首战失利的巴西队在第二轮依
旧缺少正处于禁赛期的内马尔。雪
上加霜的是，主力中后卫大卫·路易
斯因伤缺席。

据新华社巴西福塔莱萨10月12
日电（记者姬烨）2018年俄罗斯世界
杯足球赛南美区预选赛第二轮比赛
将于13日重燃战火，巴西和阿根廷队
在首轮均以0：2失利，南美双雄都希
望用第二轮的胜利来重振士气。不
过，对于缺少了梅西和内马尔的两队
来说，想要取胜并非易事。

内马尔因在美洲杯禁赛而无缘
世预赛前两轮，梅西则因伤缺席了比
赛。缺少绝对核心的巴西和阿根廷
队在首轮表现不尽如人意，巴西在首
轮客场没能顶住新科美洲杯冠军智
利队的疯狂进攻，最终晚节不保以0：
2落败。阿根廷输得更窝囊，在主场2
分钟内被实力平平的厄瓜多尔连入2

球，不但以0：2失利，主力前锋阿圭罗
还在比赛中受伤，将无缘第二轮。

13日，巴西队将在福塔莱萨迎战
从未晋级过世界杯决赛圈的委内瑞
拉队，这场对决放在从前，人们肯定
会认为巴西队将兵不血刃地取胜，但
现如今，就连巴西中场大将威廉都认
为，一球小胜对巴西队来说都会非常
满意。

让巴西雪上加霜的是，主力中后
卫大卫·路易斯因为在首轮比赛中受
伤，也将缺席与本场比赛。

阿根廷队将在第二轮客场迎战
巴拉圭队。今年的美洲杯半决赛中，
阿根廷队曾以6：1的悬殊比分战胜对
手，如今再战，遭遇伤病侵袭的阿根

廷却少了几分自信。因为除了梅西，
阿圭罗和比格利亚也将因伤缺席。

阿根廷前锋特维斯认为，上场输
给厄瓜多尔队的比赛是主帅马蒂诺
上任以来，阿根廷队表现最糟糕的一
场比赛。但他坚称，球队失利或表现
不好不能以梅西缺阵为借口。

“显而易见，当我们缺少了世界
上最好的球员，实力肯定会受影响，
但我们将尽力不让这一短板显现出
来。周二（13日）的比赛对我们来说
是一次证明的机会，”特维斯说。

在第二轮的其他比赛中，智利队
将客场挑战秘鲁队，乌拉圭队将主场
迎战哥伦比亚队，厄瓜多尔队将主场
对阵玻利维亚队。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记者从省
文体厅获悉，经过一轮 18洞的角逐，
2015 年海南高球公开赛全球巡回海
外推广赛第2站比赛在美国靛蓝湖高
尔夫球会收杆。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靛蓝湖高尔
夫球场长期被高尔夫球周刊杂志评选为
该州“十佳球场”，这座球场具有极高的
挑战性。经过去年美国站的推广，当地
球友对海南高球公开赛已经有了非常高
的认可度。当2015年海南公开赛再次
来到这里时，球友们参与的热情空前高

涨，短短数个小时，120多个参赛名额就
被美国高球发烧友报满。

一位美国球手表示，他非常喜欢高
尔夫运动，经过去年海南公开赛在当地
的举办，他知道在中国的海南岛有许多
非常美丽、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球场，因
此他希望通过参加本次海南公开赛美
国站的比赛，赢得到海南打球、旅游的
套票。他说：“我知道这场比赛的冠军
还能参加海南公开赛的年度总决赛，我
也非常期望能在本场比赛中发挥出自
己的水平，争取夺冠，届时就可以和全

世界的业余高球好手们在中国的海南
岛切磋球技了。我爱中国！我爱海南
公开赛！”靛蓝湖高尔夫球会总经理布
拉德·凯斯对海南公开赛在当地的举办
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他说：“我们期待能
够有更多中美之间的合作，共同推进高
尔夫行业发展。”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交手，最终，
获得男子组总杆冠军的球手是凯文·
欧力瑞，女子组总杆冠军被贝亚·塞拉
摘得，她的成绩为77杆。这两位冠军
球手都是后起之秀。其它奖项方面，

获得男子组总杆亚军的球手是哈罗
德·古洛夫，成绩 79杆。总杆季军莱
恩·安德森，成绩 81杆。净杆冠军得
主詹姆士·墨菲，成绩 69杆。净杆亚
军乔·曼纳里诺，成绩 70杆。净杆季
军丹尼斯·外索契，成绩 71杆。最远
距离奖得主凯文·欧力瑞，最近旗洞奖
得主詹姆士·墨菲。

海南公开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国
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高
尔夫球协会主办，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
体育厅、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共同承办，

上海金博禄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战略
运营。

海南公开赛是一项致力于海南高尔
夫旅游资源的对外推广、青少年后备人
才的培养以及全面服务于建设海南国际
旅游岛的高尔夫品牌赛事。它与“环海
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
际大帆船赛”并称“海南三大赛”，是列入
国家体育总局年度赛事计划的高尔夫公
开赛，是目前我国赛事体系最完备、参与
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广泛的高尔夫赛事
之一。

海南高球公开赛美国站收杆
120多名美国发烧友参赛，获男女总杆冠军的球员将来琼参加总决赛

欧锦赛预选赛临近尾声

18支球队获入场券

巴西和阿根廷期待翻身

大罗：巴西早已不是南美最强队

今年国庆节期间，2015年国际旅
游岛帆板大奖赛在海口西秀海滩举行，
同时海南省海阔帆舞帆船帆板运动俱
乐部正式成立。该俱乐部负责人、亚洲
高手莫泽海说，在海南青少年中推广帆
板运动是俱乐部成立最主要的目的。

莫泽海是土生土长的琼海人，在他
十几年的水上生涯中，曾代表海南队多
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和亚洲
锦标赛的好成绩。莫泽海目前身兼两
职，他既是省帆板队的教练，也是省海
阔帆舞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管理层人
员。俱乐部成立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
在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期间向一些
青少年爱好者免费传授帆板技术。莫
泽海认为，尽管海南是海洋大省，但在

我省青少年中，像帆船帆板这样的水上
项目远远不如篮排足等三大球项目受
欢迎。“帆板运动可以培养青少年的独
立性，增强意志品质，而且从小养成绿

色、环保、低碳的生活习惯。我们俱乐
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让更多的海南青少
年学会帆板并喜欢上这项时尚的运动，
同时通过举办一些青少年或成年的帆

板比赛，推广帆板运动。”莫泽海说。
莫泽海透露，每年俱乐部将在固定的

时间段有针对性地免费培训海南的青少年
帆板爱好者。“初步定为夏天和冬天各举办
两期免费培训班，希望有兴趣学习帆板的
青少年留意我们的培训时间。”他说。省海
阔帆舞俱乐部并不满足在岛内“折腾”，它
的发展方向是以后能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
水上俱乐部。莫泽海的自信来源于俱乐部
强大的师资力量，俱乐部10名教练员均曾
是国内乃至亚洲级别的选手，后勤保障无
忧。时机成熟时，省海阔帆舞俱乐部将和
国内的帆板俱乐部合作联动，办比赛、培训
青少年、推广帆板运动。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省海阔帆舞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负责人：

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水上运动

C罗第四次
穿欧洲金靴
10月13日，皇家马德里队

球员克·罗纳尔多在马德里领
取2014/15赛季欧洲金靴奖奖
杯，这是他第四次获得此奖项。

图为克·罗纳尔多展示欧
洲金靴奖奖杯。

新华社发

黄蜂队主帅确认

林书豪将在
上海站首发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3日电 在13
日的NBA中国赛上海站赛前训练中，黄
蜂队主教练克利福德确认，林书豪将在
本站比赛中首发，与其一同首发的还有
在深圳站中表现出色的内线球员泽勒。

黄蜂队在深圳站以106：94战胜快
船队，以替补身份出战的林书豪和泽勒
双双收获队内最高的16分，克利福德在
赛后大赞二人带领的第二阵容成为球
队获胜的关键，他也在上海站比赛中用
实际行动表示了对二人的信任。

“林书豪会出现在首发二号位（得
分后卫）上，泽勒会出现在首发四号位
（大前锋）上，”克利福德说。

不过谈到新赛季首发阵容，克利福
德还是出言谨慎。“我们还有几场季前赛
要打，不仅是首发五人，包括板凳阵容，
都还需要不断通过比赛去尝试，”他说。

谈及林书豪进入首发阵容，克利福德
表示，自己需要观察林书豪在与不同球员
搭档时的场上表现，从而找出最佳的阵容
配置。“到目前为止，林书豪做得很棒，他
在训练中非常勤奋，为这支球队带来了许
多不一样的东西，”克利福德说。

潘妮·泰勒替代摩尔征战初期比赛

山西女篮
剑指四连冠

新华社太原10月13日电（记者孙
亮全）山西女篮新外援潘妮·泰勒在俱
乐部13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亮相，她将替
代玛雅·摩尔征战WCBA新赛季初期的
比赛。同时，山西女篮将本赛季目标定
为四连冠。

山西兴瑞职业篮球俱乐部总经理
张健表示，玛雅·摩尔目前还在征战
WNBA总决赛，在摩尔抵达中国前，将
由澳大利亚女篮队员潘妮·泰勒出任球
队外援。

出生于1981年的潘妮·泰勒是澳大
利亚女篮的功勋前锋。据悉，山西女篮
本来倾向于寻找一名1号位外援作为玛
雅·摩尔的替代者，但是内线球员泰勒
得到了山西女篮主帅卢卡斯的力挺，最
终得到合约。

山西女篮将本赛季目标定为四连
冠。张健介绍，球队续用了取得三连冠
的教练团队，同时在保持原有张瑜、黄
红玭等强手队员外，还签约了大学生状
元秀武桐桐。

快船队保罗参训
确定上海站复出

据新华社上海10月13日电 因手指
受伤缺席NBA中国赛首战的快船队当
家控卫克里斯·保罗13日参加了上海站
的赛前训练，确定将在本站比赛中复出。

另外，10月13日是今夏加盟快船
的皮尔斯38岁生日，球队主教练里弗斯
在训练中号召在场记者为这位老将唱
起生日歌。

在此前的深圳站中，保罗因左手食
指骨折无法出战，同时缺席的还有在训
练中受伤的奥斯汀·里弗斯，两人的缺
阵对球队造成了一定影响，快船队在那
场比赛中以94：106负于黄蜂队。不过
转战上海，快船队迎来了好消息，保罗
和小里弗斯都会在比赛中登场。

“他现在情况良好，也参加了今天
的训练，明天出场没有问题，”里弗斯对
记者们说。

拥有全明星控卫保罗，里弗斯自然
会面对关于谁是联盟最佳控卫的问
题。他说：“在我打球的那个年代，看到
的都是传统型控卫，运球、传球，再看看
现在的控卫，保罗、库里、欧文，他们都
有不同的风格，或许现在的NBA正经历
着控卫盛世。”

尽管皮尔斯在上场比赛中两投全
失，仅靠罚球拿下3分，不过在参加中国
赛期间度过生日，对这位老将而言也是
一次难忘的体验。里弗斯更是在训练
场上号召记者们为他唱起了生日歌。

上海网球大师赛
费德勒首轮出局

10月13日，在上海网球大师赛首轮比赛中，费
德勒以1：2不敌西班牙选手拉莫斯，无缘第二轮。

图为瑞士选手费德勒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天津女子网球公开赛首轮失利

佩内塔难说再见
据新华社天津 10 月 13 日电（记者张泽伟）

WTA（女子网球协会）天津公开赛冷门不断，继首
日两名种子选手被淘汰后，13日爆出更大冷门——
赛会头号种子、美网女单冠军佩内塔在首轮被乌克
兰的资格赛选手以6：3和7：5淘汰。

由于佩内塔在美网夺冠后就宣布自己将退役，
天津按理是她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巡回赛，因此13
日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一再追问这场比赛是
不是其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佩内塔的回答显得
有些遮遮掩掩，她说：“对我来说，是不是职业生涯最
后一场比赛已无关紧要。很多事情就像今天的比赛
一样，都想打好，但结果并不一定尽如人意。”

但佩内塔还是深情地感谢了支持她的球迷。“我
要特别感谢我的球迷，不管我在哪里比赛，他们都追
随我，支持我，为我加油，我感到非常幸福，”她说。

10 月 13 日，
在2016年欧洲足
球锦标赛预选赛
中，英格兰队以3：
0战胜立陶宛队。

图为英格兰
球员吉布斯（右）
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菲律宾拳王帕奎奥
肩伤基本痊愈
计划明年退役投身政坛

新华社纽约10月12日电 菲律宾拳王帕奎奥
12日在纽约宣布，自己的肩伤已经“恢复了80％至
90％”，他希望自己能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重返训练。

上周，帕奎奥宣称他计划打完职业生涯最后
一场比赛后于明年退役，退役之后将全身心投入
政坛。

在今年5月3日与梅威瑟的世纪大战中，帕奎
奥以点数之差负于对手。4天之后，他由于右肩损
伤接受了手术。本月12日，帕奎奥向外界表示自己
目前已恢复了80％至90％，相信自己能在11月或
12月开始训练，并于明年3月之前重返赛场。

自2010年起，帕奎奥就开始担任菲律宾国会
议员。他曾表示，自己将于明年5月竞选参议员。
而当被问起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竞选菲律宾总统时，
帕奎奥表示自己目前还没有这个想法。

前国际足联执委沃拉威
将对“禁足”令提出上诉

据新华社曼谷10月12日电 在前执委沃拉
威·马库迪被国际足联（FIFA）道德委员会开出90
天“禁足”令后，这位泰国足协主席的律师表示，他
们将提出上诉。

63岁的沃拉威曾担任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长
达18年，今年5月卸任。FIFA道德委员会于本月
12日宣布，沃拉威被禁止在90天内参加任何国家
及国际层面的足球活动，立即生效，理由是他违反
了职业道德准则。而沃拉威的律师随即发布声明，
他们将对此禁令提起上诉。

在该“禁足”令发出5天后，泰国足协将进行选
举。对此，泰国足协的律师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
的调查还没有结束，他们将马上提起上诉。声明中
还提到，泰国足协主席和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属于
泰国国内足球事务，应该由泰国足协自行处理，不
应该被国际足联干扰。

本报讯 海口国际沙滩马拉松赛是由中国田径
协会、海南省文体厅、海口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国际性赛事，是中国唯一的国际沙滩马拉松赛事，
此赛事从2013年开始举办，每年约有16个国家的
60多名外国选手和中国籍选手共计约4000人参
赛。比赛报名工作近日启动。 （体讯）

海口沙滩马拉松赛报名启动

本报讯 2015年“谁是球王”海南民间羽毛球赛
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和24日至25日在海口国兴
大道海南省体育训练综合馆举行。

本次比赛设男女子组和家庭组3个组别，男女子
组设单打和双打两个项目，家庭组设混合双打（夫妻
双打、父母子女双打）。比赛第一阶段为分组循环；
第二阶段为淘汰赛，每场比赛采用3局2胜制。

本次比赛由省文体厅主办，省体育总会承办。
（体讯）

海南民间羽球赛本周末开拍

2015年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吸引了我省一些青少年帆板爱好者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