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1日，2015年世界扑克系列赛主赛在拉斯维加斯结束争
夺，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约瑟夫夺得冠军，获得超过700万美
元奖金。

图为获得冠军的约瑟夫在比赛后与奖金一起合影。 新华社发

美国扑克选手赢得700万美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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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沿海湿地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收兵

海南引动力队
获大中华车手第二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5中国盐城沿海湿地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11月11日收兵。海南引动力野途
洲际队车手牛益逵夺得大中华车手第二名。

牛益逵是海南引动力队的主力车手，他上周在
环太湖赛中夺得大中华个人第三名，并率领车队夺
得大中华团体第三名。在上个月的环岛赛中，他曾
夺得赛段敢斗奖。本周转战盐城赛，海南引动力队
再次取得好成绩。据悉，海南引动力接下来还将参
加环福州、环滇池等赛事。

本届环盐城赛由单日赛升级为多日赛，共举办两
站比赛，设5个赛段。来自荷兰、土耳其、捷克、马来
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20支UCI洲际
职业队、洲际队、国家和地区队参与角逐。中国恒翔
洲际队车手获得大中华车手第一名。

文昌足球联赛
本周末开踢
13支球队参加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主题为“绿茵梦想，超越自
我”的2015年第4届“新天地产”文昌市足球协会男
子足球联赛本周末（14日）开踢。

比赛利用周末双休日或节假日进行，13支球队
参加，以联赛单循环方式进行比赛。联赛前3名获
得者将获得2016年超级杯参赛资格。参赛的13支
球队分别是志愿者体育俱乐部、盛美石业足球队、东
郊子树东足球队、球缘会足球队、航天城足球队、无
名者足球俱乐部、会文侨湘源足球队、八一置业足球
队、新华足球俱乐部、东郊中心足球队、抱罗飚鹰足
球队、羽笑轩黄金甲足球队、金点园林足球队。

本次比赛由文昌市足球协会主办，指导单位为
文昌市文化广播出版体育局和文昌市体育管理局，
新天地产集团冠名。

以赛事推进旅游发展
三亚办“帆船运动与城市发展对话”论坛

本报三亚11月11日电（记者苏庆明）今天下
午，2015国际帆联年会“帆船运动与城市发展对话”
论坛在三亚市举办。与会嘉宾结合三亚帆船赛事和
旅游业现状，对赛事推广和三亚城市发展的关系展
开探讨。

有代表认为，目前三亚比较缺乏具有中国特色、又
符合三亚独特地理人文情况的体育赛事，但个别帆船
赛正在弥补这一空白，丰富三亚体育文化产业结构。

论坛上，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透露，目前三亚已
建成凤凰岛国际邮轮港，建成半山半岛帆船港、亚龙
湾瑞吉、鸿洲、星华等多个国际标准帆船游艇码头，
拥有泊位近1000个，形成了游艇帆船销售、维修、服
务联动的产业链条，举办了沃帆赛等多项大赛。体
育产业的发展推动了三亚城市旅游整体营销和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三亚将继续加强在这一方向的
建设力度。

近日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
日报报业集团、省教育厅、共青团海南省
委、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联合主办，南国
都市报承办的“风雨拼搏·足球铸梦”琼
中女足励志影像大型巡展开幕，活动覆
盖我省10所中小学校。

琼中女足的成长发展，一直以来都
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足球
发烧友、海南百源高科技有限公司的总
经理谢百雄就是其中之一。谢百雄曾向
琼中女子足球队捐赠一台中巴客车，帮
助球队改善训练和比赛条件。

谢百雄说，几年前，他看到海南日报
报道琼中业余女子足球队在艰苦环境下
踢足球的故事。一群朝气勃发的女孩怀
着为国争光的梦想在教练的带领下，一
边在球场上拼命地训练，一边靠开荒种
菜等手段筹集资金维持球队的运转。她

们的生活条件、训练环境都十分的艰苦，
但这群女孩子的心中却从没有放弃为国
争光的理想。她们的故事让我很感动，
她们对梦想的执着与坚韧，折射出当年
创业的自己，让我下定决心要帮助这支
球队腾飞。除了无偿捐赠一台客车外，
老谢这些年还经常为球队购买服装，逢
年过节时会给队员们赠送小红包。

谢百雄是名资深球迷，他不但关注足
球，更喜欢踢足球。谢百雄是广东客家人，
出生在足球之乡梅州市五华县。他小的时
候在同村的小伙伴的影响下开始踢球。老
谢说：“小时候踢球的环境比较艰苦，放完
牛、割完草，我们村子里的孩子大都在农田
里踢球，凹凸不平的场地，让我们吃了不少
苦。”13年前，谢百雄来海南办公司，发展事
业。在工作之余他加盟了海口的一支业余
足球队，每周末踢一场至两场比赛。老谢

说，海南真是个踢足球的好地方，特别是冬
天的时候，海南简直是足球爱好者的天堂。

在海南踢了10多年业余足球，老谢
爱上了海南的足球氛围，也想为海南足
球做点事。去年，他曾运作中乙梅州五
华队落户海南，差一点就成功了。老谢
遗憾地说，梅州五华队今年冲中甲成功，
如果不是因为某些原因，海南就能拥有
一支中甲球队了。

虽然没能让海南拥有一支中甲球
队，但老谢并未放弃，他打算效仿广东校
园足球的模式，为海南足球的发展再次
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他准备从省内
中小学中招收一批足球小苗子，聘请高
水平的教练为这些孩子传授足球技术。
条件成熟的话，他会把这些孩子送到国
外踢球。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足球发烧友谢百雄向琼中足球捐赠一辆客车——

她们的精神让我感动

“儋马”下月20日开跑
现在开始接受报名

本报那大11月11日电（记者易宗平 通讯员
李秋欢 张琳）第六届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将于
12月20日在儋州举行，有兴趣者可以到海口、儋州
报名，也可在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为11月5日至11月30日；有两个报名
点：海口市文明东路191号海口市体工队，儋州市中
兴大街市政大楼十二层（儋州市文体局）。另外，也可
登录“2015 海南儋州国际马拉松赛官方网站”
（http：//www.hndzmarathon.org/）报名。

本届马拉松赛设置两个项目：男女全程马拉松
赛（42.195公里），男女迷你马拉松赛（5公里）。年
满20周岁以上、身体健康的“跑友”，可报名参加全
程马拉松赛；而迷你马拉松项目不限性别、年龄，身
体健康者均可团体报名。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报名后，须有一名监护人陪同参赛。

11月12日晚，中国男足将在长沙
迎来世预赛亚洲40强小组赛同不丹队
的比赛。此战并不存在胜负悬念，对于
国足来说，除了3分外，还要力争取得更
多的净胜球。

在上轮较量中，国足客场0：1负于
卡塔尔。目前国足4战2胜1平1负积7
分，小组赛已打过5战的卡塔尔以全胜

表现抢足15分，中卡之战的失利让国足
想通过小组头名拿到晋级12强赛门票
的希望完全落空。

指望卡塔尔在小组其他球队身上
阴沟翻船是不现实的，国足的现实目标
是争取成为40强赛8个小组中“成绩
最好的4个小组第二”，以此获得晋级
12强赛的门票。目前中国香港队小组

赛5战3胜1平1负拿到10分，9个净
胜球也优于中国队的8个，赶超中国香
港就是国足剩余小组赛的目标。12日
与不丹的比赛过后，国足将在17日迎
来客场对阵中国香港的关键战。同不
丹一战，就是在为客场对中国香港一战
做准备。

要想成为“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

二”，国足首先要在所处的C组中拿到第
二位，然后还要同其他小组的第二进行
积分乃至小分的比较，这意味着国足不
仅要力争在剩余4场小组赛中全部奏
凯，还要努力积累尽可能多的净胜球。
从这个情况看，国足本场面对弱旅不丹
有“多入球”的任务。

■ 王黎刚

国足主场对阵不丹今晚开踢

“炼丹”，要多捞净胜球
世预赛
前瞻

赛事预告
11月12日

国足VS不丹
19:35 CCTV-5直播

■ 新华社记者 李博闻

当联盟迎来三分时代、当我们沉醉
于库里的变态准中、当联盟后卫风起云
涌之时，上周一个五号位的表现把我们
的记忆拉回了从前。

这个从前是属于中锋的华丽数据时
代，赛季前六场场均得到至少20分和
20个篮板，历史上只有三个人曾经做
到，前两个是赫赫有名的“大帅”张伯伦
和“天勾”贾巴尔，第三个就是当今联盟
活塞队的中锋安德烈·德拉蒙德。

六场比赛，场均20.3分和20.3个篮
板，这个多年未现江湖的大号两双成绩
单，竟出自一个刚打到联盟第四年、年仅
22岁的毛头小伙。正是这个毛头小伙，
带领活塞队5胜1负，以黑马之姿跃升
东部第三，排在它前面的是上赛季东部
的前两位老鹰和骑士。

在上周日和开拓者一战中，德拉蒙
德豪取29分和27个篮板，和雷吉·杰克
逊联手，帮助活塞从一度落后13分一举
逆转击败对手。看完比赛后当即就有美
国同行表示，被德拉蒙德的表现震惊了，
让人想起了当年也在大范甘迪麾下效力
的巅峰时期的“魔兽”霍华德，只不过是
2.0的版本。更有人说，感觉德拉蒙德和
开拓者的一整晚都像是一个男人在和一
群男孩在打球。

德拉蒙德会成为未来联盟的第一中
锋吗？在崇尚运动能力的篮球风格的今
日，身高2米11的德拉蒙德虽然打的是
五号位，但他的爆发力和弹速堪比大前

锋，力量优势和空间意识让德拉蒙德可
以准确地在篮下卡出空间，挤开对手，在
最合适的时机摘得篮板。和公牛一役，
德拉蒙德在前场四个公牛球员的包围
下，篮下连续六次起跳把球补进的镜头
看得人目瞪口呆。那一晚在大加索尔面
前，小伙子砍下了20分、20个篮板和两
次盖帽。

但同时，德拉蒙德又不是一个只能
暴扣、盖帽、抢篮板的蓝领工人，在进攻
端，无论是面框还是背身单打，德拉蒙德
都有自己一套出色的脚步支撑，灵活的
转身勾手动作也运用得行云流水。曾经
的全美第一高中生詹宁斯就认为，自己
现在这位队友德拉蒙德是目前联盟可以
排到前五的球员。

当然，六场比赛的样本毕竟单薄，如
何保持状态的稳定，如何应对可能出现
的伤病，如何根据日后对手的防守策略
变化做出相应调整，都是德拉蒙德成长
路上必经的沟坎。另外，这也要问问联
盟其他大个子答不答应。首先就是鹈鹕
的当家球星安东尼·戴维斯，作为当今联
盟的“天之骄子”，戴维斯的身体天赋毫
不逊色、个人技术更加全面，但无奈球队
成绩太差，0胜6负至今未尝胜绩，这在
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球星本身的心气儿
和球队归属感。此外，灰熊队的小加索
尔的防守和传球，以及国王队的强悍中
锋考辛斯都不简单，甚至包括今年新秀
的两个大个子奥卡福和唐斯，都会对未
来联盟的顶级中锋位置发起冲击。

（新华社华盛顿11月10日电）

联盟未来
“第一中锋”现身？

骑士 118:114爵士

热火 101:88湖人

奇才 101:125雷鸣

雄鹿83:99凯尔特人

森林狼95:104黄蜂

小牛 105:120鹈鹕

上海99:104辽宁

广东 107:86吉林

浙江 110:107北京

广厦 116:118新疆

北控 102:108山东

四川 134:118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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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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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报

（第四轮）

新华社合肥11月11日电（记者
周畅、詹婷婷）“作为教练员，目标永远
都是冠军。”11日的“文一·百年街杯”
四国篮球争霸赛新闻发布会上，被誉
为“中国乔丹”的胡卫东成为现场最大
亮点。

在安徽文一男篮队首位主帅郑武
和文一男篮说再见之后，新的总教练
人选一直扑朔迷离。直到11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身穿蓝色外套、戴着眼镜的
胡卫东现身，安徽文一男篮的主帅终
于尘埃落定。胡卫东与安徽文一签订
了三年的合约，开始闯荡NBL赛场。

胡卫东是中国男篮历史上最优秀

的运动员之一，在其运动生涯中数次
帮助中国男篮称霸亚洲，并帮助中国
男篮在1994年多伦多世锦赛上首次
进入八强、实现历史突破。尽管从没
拿过CBA总冠军，但两届CBA最有价
值球员、三届CBA得分王和三分王、
两届CBA抢断王和助攻王以及1999
年亚洲最有价值球员等一系列荣誉，
足够表明他的价值。

文一篮球俱乐部董事长周文锁表
示，“胡指导在未来将不仅仅是一线队
的主教练，他还要对青年队的人才培
养进行指导，职业联赛固然是我们俱
乐部的重点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我们

的青年队担负着参加2017年天津全
运会的艰巨任务，我们俱乐部也有着
为安徽篮球培养人才的光荣使命。胡
指导在这方面有着充足的经验，这也
是我们聘请他的原因之一。”

10日晚到文一报到的胡卫东，其
实早已提前介入球队的日常训练。胡
卫东在发布会上谈到了执掌文一教鞭
的感想。在他看来，文一男篮无论从
平台还是球队实力来说对自己都是一
次全新的机会，接下来一段时间，他的
重点是提高球队在篮板球和攻防转换
节奏方面的能力。

12月11日至13日，安徽文一篮球

俱乐部将坐镇安徽省体育馆，迎战黑
山集训队、非洲星盟明星队和美国职
业明星队。此次四国赛，是文一男篮
在结束2015赛季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也将是文一男篮新任总教练胡卫东的
首秀。

胡卫东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很多队员都前往我们俱乐部试训，下个
月的四国赛，既是试训队员观察我们俱
乐部和球队深厚实力的好机会，也是我
们深入考察试训队员的好机会。我们
将通过比赛来检验试训队员的实力，从
而为队伍优化调整做好准备。”

虽然刚刚接手球队，但俱乐部透

露，胡卫东已经找过多名队员进行交
流，未来一两天时间里，他将逐一和队
员进行深入沟通，以加强彼此的了解。

在9月底刚刚结束的2015年全国
男子篮球联赛（NBL）中，安徽文一男
篮获得亚军。谈到新赛季的目标，胡
卫东丝毫没有掩饰雄心壮志，“作为教
练员，目标永远都是冠军”。

此前，胡卫东曾多次执教CBA江
苏南钢队，在2004－05赛季，即他出
任主教练兼球员的第一个赛季，曾带
队杀入总决赛，最终获得亚军。

首次执教NBL球队，胡卫东能否
在这里实现自己的冠军梦呢？

“中国乔丹”胡卫东：教练员的目标永远都是冠军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希望俄田径选手
能参加里约奥运会

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国际奥委会（IOC）
主席巴赫11日在接受新西兰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
示，他相信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能处理好棘
手的俄罗斯田径兴奋剂事件，并希望在明年里约奥
运会赛场上看到俄罗斯选手。

据外电报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日前
公布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俄罗斯田径界
存在“有组织的”、“系统性的”兴奋剂问题，并建议全
面禁止俄罗斯田径选手参加各种赛事，其中包括明
年的里约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表示，他们将针对WADA调查报
道中提及的俄罗斯运动员、教练和官员启动调查程
序，一旦查实他们违反了反兴奋剂条例，将进行处罚，
其中包括追回他们获得的奖牌。

对于俄罗斯田径运动员是否会全部无缘明年里
约奥运会的问题，巴赫表示他不便发表意见。他说：

“国际田联将进行裁定，并会采取必要措施。我们确
信他们的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会做必须要做的事情。”

巴赫敦促俄罗斯方面拿出积极的合作态度来，
避免把局面闹僵，确保他们的田径选手能够参加里
约奥运会。他说：“我还认为俄罗斯将会合作，保证
他们的运动员遵从WADA的要求。这是为了参加
奥运会而必须要做的。”

律师出身的巴赫表示，要妥当处理俄罗斯兴奋
剂事件，避免殃及无辜，确保那些干净的运动员不会
受到伤害。

安德烈·德拉蒙德

11月11日，多伦多猛
龙队主场以109：111不敌
纽约尼克斯队。图为猛龙
队球员瓦兰修纳斯（右）、
斯科拉（左）与尼克斯队球
员洛佩斯在比赛中争抢篮
板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