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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

2010年，“新奇世界·半山半岛
杯”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问世，到
现在已经举办了8届。这个国内唯
一的离岸赛逐渐改变和影响了海南
的水上运动的发展，让海南不知不
觉间成为了国内大帆船的胜地。

在TT号船长曾虎眼中，海南岛
的大帆船码头数量这些年越来越多
了。TT号参加了8届比赛，最让曾
虎难忘的是在前几届比赛中，由于
海南缺乏大帆船码头，船队只能停
泊在海上，等待组委会派出快艇把
船员们依次运上岸。从2012年和
2013年开始，海南的大帆船码头数
量开始增多。现在，海口、三亚、琼

海、万宁等市县均建成了设施齐全
的大帆船码头。其中，三亚半山半
岛帆船港拥有 325 个全天候的泊
位，最大泊位可泊靠40米长的大型
游艇。“没有海帆赛的举办，海南不
可能在7年的时间建成这么多的大
帆船码头。”曾虎说。

三亚是 2011 年 - 2012 年和
2014年-2015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的经停港，举办了2015年的国际帆
联年会。2017年世界青年帆船锦标
赛将在三亚举行。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业余环球航海赛事克利伯环球帆
船赛从明年开始连续两年签约三
亚。这4项世界帆船界的大活动能

落户三亚，固然和三亚作为国内外知
名滨海旅游城市之一，拥有独特的地
理、气候优势、良好的经济基础以及
热情的民众游客有关，也和海帆赛的
举办密不可分。正是因为海帆赛的
举办，让三亚下决心建成了一个具备
国际标准的半山半岛帆船港。通过
海帆赛这扇窗口扩大了海南的影响
力，向国内外展示了海南开展帆船运
动的气候、水域和氛围优势。

翻开海帆赛参赛手册，每届比
赛都有新的船队参赛。海帆赛举办
8年来，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发烧友参
赛。在今年参加“全环”船队中，有
来自哈尔滨的北纬45度号。在船长

王军看来，他们通过参加海帆赛更
加了解和认识了海南。

在参加本届比赛的船队中，21
艘船的母港在海南，而在7年前的
首届比赛中没有一艘船来自海南。
前几年，海南籍水手大都在深圳和
厦门等地驾驶大帆船。这几年，随
着海南本地大帆船数量增多，不少
海南籍水手和船长大都返回海南任
职。海帆赛的举办推动了海南大帆
船运动的发展，让貌似贴着“贵族标
签”大帆船运动日益平民化。去年
7月，“OP进校园 帆船夏令营”在
三亚半山半岛国际帆船学校开营，
首批14位8-15岁小朋友将在这里

系统地接受航海知识培训，学习帆
船驾驶本领。从去年秋季入学开
始，三亚5所学校首次把帆船帆板
运动列入体育课课程。

去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
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联合印发《水
上运动产业发展规划》。该《规划》
计划打造一批具有国家影响力、国
际知名品牌的水上赛事活动，包括

“重点赛事”、“一项一品赛事”和“潜
力拓展赛事”。由于海帆赛办赛专
业、影响力大，被被列入帆船类“一
项一品”专业赛事。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八岁”海帆赛影响有多大？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 （记者
王黎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杯”
2017第8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
赛全环（西海岸）的比赛接近尾声。
预计全环船队最快明晨抵达海口。
截至记者发稿时，友宝号、海口号和
三亚号暂列前3名。

19支船队昨天上午10时从三
亚半山半岛港出发，沿西海岸向海
口航行，总里程约 280 海里。目
前，领先的友宝号、海口号和三亚
号已经航行了近220海里。今年
的全环比赛竞争得比较激烈，航行
在前8名的船队相差的海里数不
多，友宝号和海口号一直保持2海
里的差距。

IRC4-6组三亚场地赛今天结
束，最终，扬帆号、中帆御龙号和蒲
轻号列IRC4组前3名。中国杯32
号、升洋号和TT号列IRC5组前3
名。启航号、富润成照明号和璐璐

2 号列 IRC6 组前 3 名。明天，
IRC4-6组21支船队开始三亚-万
宁120海里的拉力赛。

本次比赛以三亚为主办港，以
海口、万宁为赛事经停港，赛事总
里程达820海里，为期9天的赛期
分别在三亚及万宁举行场地赛、
580海里的环岛拉力赛和三亚-万
宁往返拉力赛240海里，60支船队
参赛。

60 支参赛船队分为 IRC1-6
组和OP帆船组，共7个组别。其
中 IRC1-3 组 19 支，IRC4-6 组
21支，OP帆船组20支。IRC1-3
组参加三亚场地赛和环岛拉力
赛，IRC4-6组参加三亚及万宁场
地赛、三亚-万宁往返拉力赛，
OP 帆船组只参加三亚场地赛。
今年首次开设 OP 帆船组，旨在
推动青少年帆船赛事的举办以及
推广工作。

启航号领航

费拉拉在武汉卓尔新赛季出征仪式上的资
料照片。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武汉3月20日电（记者李劲峰）
记者20日从武汉卓尔足球俱乐部了解到，俱乐
部研究决定，费拉拉不再担任球队主教练职
务。中甲联赛刚过两轮，费拉拉由此也成为新
赛季首位下课的主帅。

据武汉卓尔俱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因球
队训练质量与比赛成绩未能达到预期要求，经
俱乐部研究决定：从即日起，费拉拉不再担任球
队主教练职务。球队日常训练、管理工作由中
方教练组暂代执行。

2017中甲联赛开赛前，武汉卓尔俱乐部投
入数亿元进行大换血，先后引进11名内援，以
及从长春亚泰队转会的莫雷罗、从上海上港队
引进的埃弗拉两名外援前锋，赛季目标明确为

“重返中超”。
然而开赛后，被视为冲超热门的武汉卓

尔，主场被升班马保定容大逼平，第二轮客场
不敌梅州客家。尤其是球队中场与后防线阵
容磨合不佳，备受诟病，这也成为费拉拉下课
的主因。

费拉拉成中甲新赛季
首位“下课”主教练

费德勒在颁奖仪式上亲吻奖杯。 新华社/路透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第十三届
全国运动会拳击项目女子组第一次
资格赛暨2017年“迁安杯”全国女子
拳击锦标赛，于3月19-24日在河北
省迁安市举行，在20日进行的51公
斤级比赛中，海南选手倪哲哲以3：2
战胜福建选手吴榆进入前八名，提前
拿到今年9月份在天津举行的全运

会决赛阶段参赛资格。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各行业体协、解放
军、北京体育大学等 38 个参赛代
表队的 214 名国内女拳手参赛。
比赛设 10 个级别，其中全运会参
赛级别为51公斤、60公斤、75公斤
三个级别。

倪哲哲、程希、吴淑敏、孙英旧、
赵思思、刘立春六位拳击运动员代表
海南出战，其中倪哲哲和程希分别参
加全运会51公斤级与60公斤级的比
赛。在51公斤级比赛中，倪哲哲一
路过关斩将闯进八强，根据竞赛规
程，本次比赛前八名获得全运会决赛
入场券。

倪哲哲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
2010年进入海南拳击队，在2014年
的全国女子拳击锦标赛中，代表海南
队参赛夺得48公斤级冠军。

本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拳击
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拳击协会
主办，河北省体育局承办，迁安市人
民政府协办。

海南女子拳击选手倪哲哲获全运会入场券观澜湖青少年明星高球赛收杆

海南球手夺4金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王

黎刚）观澜湖青少年明星高尔夫锦标
赛今天在海口观澜湖球场落幕，海南
小球手表现尤为出色，获得了4个年
龄组的冠军。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8个国家和
地区的110名球手参加，进行3轮、54
洞比杆赛。比赛设置男女15-17岁，
11-14岁和9-10岁共6个组别。参
赛选手将获得世界业余高尔夫排名和
中国高尔夫协会的积分。获冠军的海
南球手分别是女子BCD组的蔡丹婷、
张隽源、李嘉赢和男子C组的李嘉
伟。他们4人也取得了今年7月在美
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世界青少年明星
高尔夫锦标赛的入场券。

在女子组总冠军（不分年龄）的较
量中，海南队的蔡丹婷在3次加洞赛
后，惜败给权容慧屈居亚军。

海口“会友杯”
篮球赛开战

本报海口3月20日讯（记者林永
成）海口市篮球协会2017年第三届

“会友杯”篮球赛3月19日晚在海口世
纪公园篮球场打响，在揭幕战中，海南
骨科医院队70∶43战胜国雅口腔队。

“会友杯”篮球邀请赛是目前海口
地区规模最大、参与球队最多的草根
篮球赛事。本届比赛共有28支队伍
参赛，将进行100场角逐，4月17日落
幕。小组赛阶段分成4个小组进行循
环赛，每个小组前四名进入十六强；之
后进行淘汰赛，最终决出冠、亚、季军。

19日，小组赛首轮进行了多场比
赛，比赛结果为：波涛装饰62∶60险胜
孔府宴；世达66∶35轻取德力卡；和平
城市46∶33大胜润禾检测嗨战；华鑫
科技51∶47狼群；海之福67∶58世兴
地基；宁翔55∶38港福隆；海医二附院
73∶49平安长流。

本次比赛由海口市篮球协会主办。

中国队选手刘金莉、王芮和周妍
（从左至右）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美国印第安维尔斯3月
19日电（记者郭爽）瑞士天王费德勒
19日直落两盘，以6∶4和7∶5战胜同
胞瓦林卡，捧得巴黎银行大师赛男单
冠军奖杯，成为这一赛事迄今年龄最
大的冠军。

“这是又一个梦幻周，”费德勒在
颁奖仪式说，“我第一次来这里是17

年前，在这里再次夺冠，感觉棒极
了！”。他赛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目
前对自己来讲健康和享受比赛是最
重要的。

现年35岁的费德勒第五次夺得
这一赛事的冠军，也同时超过这一赛
事1984年男单冠军、时年31岁的康
纳斯，成为这一赛事年龄最大的冠军。

网球巴黎银行大师赛

费德勒强势夺冠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记
者姬烨 肖亚卓）在20日进行的康比
特2017年北京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
第四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6险胜韩
国队，迎来本届赛事的首场胜利。

前三轮比赛中，中国队先后输给
了加拿大、瑞士和捷克队，未尝胜绩，
进入复赛前景不容乐观。第四轮面
对韩国队，而中国队在上月的亚洲冬
季运动会女子冰壶决赛中刚刚战胜
过对手。

在比赛地首都体育馆，上千名中
小学生前来观赛，为选手们加油助

威，赛场气氛热烈，而中国与韩国的
这场比赛也非常胶着。

前 9 局，中国与韩国队战成 9
平。关键的第十局，中国队和韩国队
先后请求暂停，最终，韩国队四垒金
恩贞第一投失误，先手的中国队“偷”
得一分，以7：6获得首胜。

中国冰壶队总教练、加拿大人马
塞尔对于这场迟来的首胜并不是特
别激动。他说：“因为在昨天的两场
比赛中，有一场我们其实应该能够获
胜，但因为失误导致没有取胜，所以
冰壶比赛很难预测胜负，有时候觉得
能赢最后却输了，有时候觉得很难赢
但却赢了。”

按照世界冰壶联合会的规定，
2016和2017年两届世锦赛的总积
分排名前七位将获得参加冬奥会的
资格。由于中国队未能参加2016年
世锦赛，因此在本届世锦赛上想要获
得直通平昌的名额难度极大。

中国队将在20日晚场比赛中迎
战德国队。谈及冬奥会入场券，马塞
尔坦言目前还言之过早。“很开心今
天这场胜利帮我们延续了希望，（想
要入围冬奥会）还需七场胜利，现在
看上去有些遥不可及，一场一场来
吧，或许23日就可以告诉你答案。”

世界女子冰壶锦标赛

中国队险胜韩国获首胜

NBA战报
骑士125：120湖人
马刺118：102国王
小牛111：104篮网

76人105：99凯尔特人
活塞112：95太阳

鹈鹕123：109森林狼
热火104：115开拓者
猛龙116：91步行者

中日韩棋手与人工智能
对战世界围棋精英赛

据新华社大阪3月20日电（记者沈红辉
冮冶）参加首届世界围棋精英赛的中日韩三国
围棋精英芈昱廷、井山裕太、朴廷桓与日本围棋
人工智能程序“DeepZenGo”20日在大阪集体
亮相。四方将从21日起展开为期三天的循环
赛。这是首次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同参赛的世界
围棋大赛。

日本棋院理事长团宏明当天在记者会上
说，去年由谷歌公司研发的“阿尔法围棋”横
空出世，引发广泛关注，中日两国也都在开发
各自的围棋人工智能程序。世界顶尖的三位
棋手和人工智能对决，将为围棋界开辟一片
新天地。

世界围棋精英赛由日本棋院主办。本届比
赛采用循环赛制，根据积分排定名次，若出现同
分将加赛。比赛每方用时3小时，采用日本规
则，黑方贴6目半。赛事总奖金5000万日元
（约306万人民币），冠军奖金3000万日元（约
184万人民币）。

“DeepZenGo”诞生于2016年 3月，当年
对战赵治勋一胜两负。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届
UEC杯世界计算机围棋赛上，“DeepZenGo”
在决赛中不敌中国围棋人工智能程序“绝艺”，
获得亚军。

芈昱廷世界排名第三，经过中国棋院内部
选拔成为本届赛事中国代表。井山裕太是当今
日本围棋界霸主，2016年成为日本围棋史上首
位七冠王。朴廷桓世界排名第二，已连续40个
月位列韩国棋院排名榜首。

中国田协新规：

马拉松“替跑者”
将面临禁赛处罚

新华社上海3月20日电 （记者韦骅 朱
翃）在20日举行的2016马拉松年会上，中国田
协副主席王大卫介绍了马拉松赛事管理办法的
修订内容，其中包括：将来若有“替跑”现象发
生，相关违规者将面临禁赛处罚。

根据王大卫宣读的《中国境内马拉松及相
关运动赛风赛纪管理规定》主要修订内容，对于
参赛选手出现冒名顶替（替跑）参赛、弄虚作假
以谋求赛事名次奖金和运动员等级达标等情况
的，一名运动员同时携带两枚以上（包括两枚）
芯片参加比赛的（两个传感器在计时点的成绩
误差小于0.1秒），私自伪造号码布参赛的，多
人交替接力跑的，中国田径协会新增规定：第一
次发生，给予终身禁止参加该赛事的处罚；第二
次出现，给予在中国田径协会所有认证赛事中
终身禁赛的处罚。

“全环”船队
三亚—万宁拉力赛今天举行

3月20日，参加海帆赛IRC4-6组的船队在三亚附近海域进行场地赛。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