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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2月16日电（记者林
诗婷 王黎刚）“与三亚共奔跑”2017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将于本月26
日开赛，赛事组委会多部门的前期筹
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据悉，本次比
赛报名通道于 15 日关闭，共吸引
19567名跑友报名参加。

据报名组统计公布，报名开启一
个月时间里，共有19567名跑友报名
参加。其中，报名全马4567人，半马
报满共计5000人，迷你马拉松共计
10000 人。报名选手中有 523组情

侣选手共计1046人，记者发现，报名
名单中不乏来自法国、新加坡、日本
等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选手，
成为本届赛事一大亮点。“今年组委
会在Facebook开通报名板块，许多
外国跑友也积极加入。”报名组负责
人颜延说。

值得注意的是，网红直播、明星陪
跑活动将为比赛增添亮彩，歌手黄征、
超女许飞、跳水女皇吴敏霞和男友张
效诚也将在2月 26日“与三亚共奔
跑”。此外，本届赛事将在央视全程直

播，旅游卫视、地方电视台以及新媒体
渠道总计近10个平台也将一同直播
赛事。

去年，央视全程直播首届海南（三
亚）国际马拉松盛况，三亚迷人的风
景在全国电视观众前尽情展现。
2017年，在央视全程直播的基础上，
旅游卫视、优酷及地方电视台以及新
媒体渠道总计近10个平台将同时直
播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目前，央
视直播团队已经两次实地考察路线，
制定直播方案。同时，宣传组为直播

媒体提供硬件支持，专人跟进直播团
队工作进展。直播大部队也将很快
先行抵达三亚，为赛事直播工作做好
最后的准备。

为保障好赛事，组委会后勤组
给跑友们提前落实好住宿和交通。
此外，组委会后勤组将收集各组所
提供的信息，合理安排车辆、餐饮。
对前来三亚参加马拉松的跑友及家
属，后勤组联系了旅行社、三亚各景
区景点，为想来海南感受和参加马
拉松并度假的游客提供便捷和更优

惠的价格，享受三亚“体育+旅游”的
体验。

据悉，比赛当天，竞赛组将在半程
马拉松终点处安排摆渡车，将跑友们
运到三亚市公交枢纽处，方便跑友们
在参赛结束后及时返程。此外，竞赛
组还将在开赛前发布2月26日当天
气象信息、注意事项等，用短信的方式
提醒各参赛者做好赛前准备。

本次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海
南省文体厅、三亚市人民政府等协
同主办。

海南（三亚）国际马拉松本月26日开赛

近两万名跑友报名 央视全程直播

■ 阿成

北京时间 16 日凌晨，阿森纳在
欧冠 1/8 决赛首回合交锋中被拜仁
5：1痛宰，可以说八强大门已经对枪
手关闭。让枪手球迷们痛心的不止
是大比分输球的结果，更有兵无斗志
崩盘大溃败的场面。这是一支让人
绝望的阿森纳。

枪手将连续6年无缘欧冠八强，
他们看来甚是不舍这“欧冠16郎”的
名号。在英超赛场，大半个赛季的折
腾后，阿森纳又回到他们熟悉的位置

“第四名”，连续13年联赛无冠也已成
定局，枪手又得为“前四”而战。年年

争四+16郎，年年希望后失望，这剧情
也太过老套，都让人生腻了。

不仅剧情老套，很多细节都似曾
相识，仿佛“昨日重现”。与拜仁之
战，阿森纳上半场尚能与对手抗衡，
但下半场15分钟内大崩盘。崩溃写
在每一个阿森纳球员的脸上，也留在
枪手这几年征战欧冠的轨迹中。从
2011/2012 赛季开始，阿森纳每年欧
冠16强淘汰赛首回合的表现都像是
丢了魂：0：4AC 米兰，1：3 拜仁，0：2
拜仁，1：3 摩纳哥，0：2 巴萨，以及今
天的1：5拜仁，纵然有签运不好的因
素，但当溃败已成“习惯性”，就不能
用签运来搪塞了。

本赛季欧冠阿森纳好不容易争
到小组第一，让人看到了摘掉“欧冠
16郎”帽子的希望。不幸的是，对阵
抽签又抽到老冤家拜仁。虽然主帅
温格又一次表达了晋级的决心和信
心，但儒雅的教授漏不出霸气，阿森
纳身上也看不到一丝勇抗强敌的气
质。阿森纳“柔弱”的气质，根源还得
追溯至温格身上。教授太过宠溺球
员，从来不舍得批评弟子。如此怎么
能养成战斗精神和血性？

阿森纳惨败后，“温格下课”的声
音又响起。其实这种声音已鼓噪很
久了，但每次都只听其声不见动静，
也已成为“老套路”。这一次，温格是

否交出帅印？还有待观察，多半还是
继续“赖”着不走。其实以温格在阿
森纳过往辉煌的业绩，是不该用“赖”
来形容的，他甚至可以拥有“免炒
权”。但你总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
觉吧，既然不能给球队注入雄心和斗
志，67 岁的温格也该急流勇退让位
给后来者了，也好给球队换另一种活
法。

阿森纳老套的剧情，看来得有新
“导演”才能改写了。其实很多人是
带着感情和同情希望温格退位的，比
如他的弟子基翁说：“我不想看到他
像一个在拳台上呆得太久的拳手，挨
了太多的拳。”

剧情太老套，何不换导演大侃台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 通讯员吕
妍）记者从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获
悉，海南省首届珍珠球联赛暨2017
年“陵水迎春杯”珍珠球比赛将于本
月24日在陵水文化体育广场开赛。

本届联赛共有来自省内10个市
县和2所大专院校组成的19支代表
队参加，其中男队12支，女队7支。
运动员有汉、黎、苗、回、壮、藏、蒙古、
满、达斡尔、纳西、土家等11个民族
共272人，其中少数民族151人，占
56%。他们主要是在海南工作、学习
的珍珠球爱好者。

联赛利用双休日、分阶段进行分
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最终决出前
4名。男队冠军奖励8万元；亚军奖
励6万元；季军奖励5万元；第四名

奖励3万元。女队冠军奖励6万元；
亚军奖励4.5万元；季军奖励3万元；
第四名奖励1.5万元。

珍珠球是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
动会的一项重要竞赛项目。该项目
的竞技特点和比赛规则类似于篮球，
对抗激烈，具有很强的观赏性，深受
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喜爱。

珍珠球运动在我省有较好的群
众基础。自2006年起，已连续三届
列入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竞赛项目，多次列入一年一度的“三
月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项
目。我省在参加的历届全国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珍珠球项目
一直保持在全国前八名，最好名次
是全国第5名。

海南珍珠球联赛下周开赛
19个代表队272名选手参加

本报海口2月16日讯（记者林
永成）今天下午在桂林洋嘉德足球基
地，海南博盈队与正在这里冬训的宁
夏山屿海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
终，海南博盈队0：2负于对手。

本场比赛是海南博盈队结束春
节假期后的首场比赛，比赛中多名新
援与试训球员登场。宁夏山屿海队
是中乙联赛劲旅，在2016赛季的中
乙联赛第一阶段比赛中名列北区第
一名，在八强战中负于四川安纳普尔
那，无缘晋级中甲。

双方商定比赛分三节进行，其
中前两节为40分钟，第三节为 30
分钟，换人不限。第一节比赛，海
南博盈队阵容为新老队员搭配。
第 30 分钟，海南博盈门将王昊一

手抛球失误，宁夏山屿海队抓住
机会打入一球。海南博盈队 0：1
落后。

第二节比赛，双方都进行了换
人调整，博盈队几次边路配合威胁
到了对方球门，但都没能取得进
球。第二节进行到20分钟，宁夏山
屿海队中圈附近起高球，海南博盈
队后卫未能将球顶远，被对手抓住
机会一脚吊射将比分扩大为2：0。
第三节，海南博盈大幅度换人，前国
脚季铭义也披挂上阵。双方争夺激
烈，但都无法破门。最终，海南博盈
队0：2失利。

2月18日，海南博盈队将在桂
林洋嘉德足球基地与中乙新军镇江
华萨进行热身赛。

海南博盈0：2负宁夏山屿海
多名新援和试训球员登场

据新华社慕尼黑2月 15日
电 主教练温格在15日的欧冠八
分之一决赛首回合率领阿森纳以
1：5惨败给拜仁慕尼黑之后承
认，他的球队在面对“德甲巨人”
的强大攻势时，一度在精神上崩
溃了。

输球后的“枪手”面临着连续
第七次在欧冠16强被淘汰出局
的窘境。处于巨大压力中的法国
教头说，他们没有任何借口。

“我们被进了第二个球，最重要
的是我们失去了科斯切尔尼（因伤
退场）。我们从精神上崩溃了。”温
格说。

“我并没有找借口，他们是比
我们更好的球队。他们在下半场
表现很棒，而我们则有失水准。拜
仁在场上做得很好，他们的第三个
进球杀死了我们，而我们没有任何
回应。以这样的大比分输球让人
震惊。”

这场惨败后，媒体也在纷纷
猜测，温格面临的信任危机正在
加剧。

阿森纳1：5惨败给拜仁

主帅温格：
我们崩溃了

皇马3：1逆转那不勒斯

齐达内：本泽马让皇马苏醒

欧冠战报

新华社马德里 2 月 15 日电
皇家马德里主教练齐达内在 15
日的欧冠联赛率队 3：1逆转那不
勒斯后表示，他的法国同胞本泽
马打入的扳平一球，是球队在这
场16进 8首回合较量中获胜的关

键。
在欧冠联赛改制后，还从没有一

支冠军球队能够卫冕成功，而志在改
写这一历史的马德里豪门球队，在本
场完胜后，一只脚已经迈向了欧冠四
分之一决赛。

齐达内赞扬了本泽马在近来西
班牙媒体尖锐的批评声中继续保持
的信心，而法国前锋头球攻入的个人
欧冠第51个进球，也帮助球队在上
半场及时扳平了比分。

齐达内说：“我为他高兴，过去

几场比赛他就缺这样一个进球。我
不仅仅因为他的进球而高兴，更因
为他在场上的总体表现。他让其他
队友踢得更好，他的跑动做得很
棒。”

本泽马的这个进球同时使他超
越同胞亨利，成为欧冠历史上进球最
多的法国人。

本泽马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踢
得很好，而不仅仅是我自己。当我进
球时，我看到球迷们都与我在一起，
这对我增强自信很有帮助。”

皇马球员本泽马（上）与那不勒斯队守门员雷纳在比赛中争抢。 新华社发

球队惨败，阿森纳主帅温格很沮丧。
新华社发

NBA昨日战报

斯诺克威尔士公开赛

奥沙利文止步第二轮
2月16日，在2017斯诺克威尔士公

开赛第二轮比赛中，英格兰球星奥沙利文
以3：4不敌同胞戴维斯，无缘下一轮。图
为奥沙利文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中国女足
法国热身一胜一负

据新华社巴黎2月15日电（记者苏斌）正
在法国南部集训备战阿尔加夫杯的中国女足
15日与法甲女足蒙彼利埃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最终中国女足1：4不敌对手，王珊珊攻入中国
队全场唯一进球。中国女足在已经结束的两场
热身赛中一胜一负。

本场中国女足排出4231阵形，赵丽娜出任
首发门将，高晨、王焱、吴海燕和刘杉杉出现在
后卫线上，两名后腰为谭茹殷和任桂辛，三名攻
击型中场球员为张睿、王霜和唐佳丽，前锋位置
上排出的是杨丽。

法甲女子联赛位居前列的蒙彼利埃队在比
赛中率先攻入三球，下半场替补登场的王珊珊
在第51分钟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为1：3。蒙
彼利埃队又在第62分钟获得单刀机会取得进
球，比分最终被定格在1：4。

这是中国女足在法国集训期间进行的第二
场热身赛，此前她们以10：0大胜拉特斯队。22
日，中国女足还将与尼姆队进行一场热身赛。

结束在法国的集训后，中国女足将前往葡
萄牙，参加于3月1日至8日举行、有着“女足小
世界杯”之称的阿尔加夫杯。本届赛事上，中国
女足与澳大利亚、荷兰以及瑞典被分在C组。

卡塔尔网球公开赛

张帅晋级八强
2月16日，在WTA卡塔尔网球公开赛单

打第二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以2：1战胜西
班牙选手穆古拉扎，晋级八强。图为张帅在比
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福布斯NBA球队价值榜

纽约尼克斯居首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15日电（记者李博闻）

根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最新一期NBA球队价值
榜，纽约尼克斯以33亿美元高居全联盟首位，而
卫冕冠军骑士以12亿美元仅位列第11名。

虽然目前尼克斯战绩仅为23胜33负，排
在东部倒数第四，但得益于刚刚翻新的球馆和
新的转播合同，尼克斯依旧以33亿美元的价值
位列联盟第一，连续第二年位居榜首。洛杉矶
湖人以30亿美元排在次席，金州勇士的价值比
去年暴涨37％，成为联盟升值幅度最大的球
队，目前以26亿美元位列第三。芝加哥公牛和
波士顿凯尔特人分别以25亿美元和22亿美元
排在第四和第五位。虽然正朝着自己的连续第
三次总决赛迈进，但骑士的球队价值却跌出了
前10，以12亿美元排在第11位。

目前NBA30支球队的平均价值为13.6亿美
元，是三年前6.34亿美元平均价值的两倍还多，
全联盟共有18支球队的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

澳洲游泳名将哈克特
因精神问题失踪

据新华社悉尼2月16日电 现年36岁的
澳大利亚泳坛名将格兰特·哈克特16日据报道
因精神问题失踪。

这位1500米自由泳前世界纪录保持者的
父亲说，目前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并描述他现在
处于“精神失常”状态，需要帮助。

“他确实是失踪了，而且确实有些精神失常，我
们非常担心，”父亲内维尔·哈克特对当地记者说。

作为该项目的悉尼和雅典两届奥运会冠
军，哈克特据家人介绍，近期精神上出现问题，
与家人闹僵，称自己的兄弟打了自己，还在社交
媒体上贴上了他脸部淤青的照片。

拜仁5：1阿森纳

皇马3：1那不勒斯

1/8决赛首回合

勇士109：86国王

雷霆116：105尼克斯

马刺107：79魔术

骑士113：104步行者

凯尔特人116：108费城76人

猛龙90：85黄蜂

雄鹿129：125篮网

活塞98：91小牛

鹈鹕95：91灰熊

热火117：109火箭

森林狼112：99掘金

爵士111：88开拓者

太阳137：101湖人

快船99：84老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