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楠任红队主帅

杜锋任蓝队主帅
蓝队球员

李根、刘晓宇、李敬宇、陶汉林、
贾诚、崔晋铭、王汝恒、高尚、任骏飞、
陈林坚、鞠明欣、任骏威、张骋宇、于
德豪、易建联、周鹏、郭艾伦、韩德君、
李慕豪、顾全、可兰白克·马坎、胡金
秋和赵岩昊。

红队球员

翟晓川、方硕、赵继伟、刘志轩、常
林、邹雨宸、付豪、雷蒙、赵睿、孟铎、朱
荣振、王子瑞、俞长栋、阿不都沙拉木·
阿不都热西提、李京龙、周琦、王哲林、
丁彦雨航、睢冉、原帅和王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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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5 月 10 日讯 （记者
王黎刚）参加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群众比赛项目的海南代表队名单
出炉。

本届全运会最大限度地鼓励全民
参与，让更多的民间高手在全运会赛

场上展现风采。本次全运会群众项目
分为攀岩、轮滑、羽毛球、乒乓球、龙
舟、马拉松、气排球、围棋、象棋、国际
象棋、桥牌、国际跳棋、舞龙、柔力球、
太极拳、健身气功、笼式足球、航空、航
海模型。

为了能够选拔优秀的业余选手，
组成海南队参加全运会群众项目的
比赛，省文体厅陆续举办了项目的选
拔赛。目前，海南笼式足球队、国际
象棋、象棋、围棋、乒乓球、健身气功、
气排球和龙舟队已经组成。全运会

马拉松群众项目比赛已经结束，海南
政法职业学院教师张爽以3小时13
分 30 秒的成绩获得了女子组第 7
名，为我省业余选手参加全运会开了
个好头。

从本月底开始，海南全运群众代

表队将陆续参加南区预赛。5月25
日，海南男女笼式足球队将赴南宁角
逐预赛。6月2日和8日，海南乒乓
球队和海南健身气功队将分别在江
西省新余市和山东省淄博市展开入
场券的争夺。

海南全运群众项目代表队名单出炉
从本月底开始陆续出征全运会预选赛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
黄杰 林德韧）中国篮协10日在其
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中国篮球协会
关于组织国家男篮集训选拔的函》，

“双国家队”阵容正式浮出水面。
篮协表示，为备战2019年男

篮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计
划于5月13日组织国家男篮集训
红队和蓝队的集训选拔，李楠将任

红队主教练，蓝队主教练为杜锋。
匡鲁彬将同时担任两队的领

队，红队的助理教练为戈尔、徐长锁
和胡雪峰；蓝队的助理教练为张博
雨和杨文海。

中国篮协在邀请函中写道：
“致中国男篮新时代的开创者：当
你看到中国男篮历史上第一封国
家队邀请函的时候，意味着，一个

新的时代，已经在你眼前。这个新
时代，不是2008年奥运会前八的
荣耀，不是2015年重回亚洲之巅
的狂喜，更不是2016年在里约折
戟沉沙的失落。这个新时代，将由
你们一起承载着中国男篮的光荣
与梦想、自豪与担当去共同开创！
开创者，不念过往，不惧将来。俱
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
者黄杰 王浩宇）中国篮协10日在
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双国家队”
的集训名单。在当天下午举行的
媒体通气会上，围绕着新一届中国
男篮的组建和备战，篮协国家队保
障部段炼详细解读了红、蓝两队集
训名单的诞生。

段炼说：“这届国家集训队实
行的是主教练负责制，两支男篮集
训队的运动员名单是两位主教练
在一起开会研究，并通过现场抽签
的方式公平地选拔出来的，教练组

其他成员也是由主教练推荐产生
的，中国篮协将一如既往地为两支
球队做好后勤和科研等相关方面
的保障工作。”

对于中国男篮的备战和参赛
计划，段炼表示：“对于大家关心的
两支国家集训队的备战和参赛计
划，由于世界杯抽签刚刚结束，中
国篮协还需要与两位主教练一起
根据抽签结果仔细研究备战计划
和确定参赛安排。从今天开始的
2017和2018年，中国篮协将组织
教练员委员会的专家组，结合两支

队伍主教练的执教情况和两支集
训队的训练比赛情况，对两队教练
组进行综合评估，最终确定以其中
一支教练团队为主体，选拔两支队
伍中优秀的运动员组成一支国家
集训队，备战2019年男篮世界杯
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

据段炼透露，供选择的大名单
由两名主教练李楠和杜锋各自提出
后汇总，按照后卫－中锋－前锋的
顺序，抽签决定谁先挑选，蛇形排列
进行挑选。在后卫的位置上，杜锋
率先挑选了郭艾伦，李楠的前两位

选择则是赵继伟和赵睿；而在李楠
率先挑选的中锋位置上，他的第一
选择是周琦。为了保障公平、公正，
包括球队的名称（红队、蓝队）和集
训的地点，都是通过抽签决定的。

两支国家队都将在5月13日
进行首批队员的集中，李楠率领的
红队将在总局进行集训，而杜锋带
领的蓝队集训地点则为北京体育
大学。

据悉，篮协目前有意在8月安
排一场红蓝对抗赛，但目前仍处于
筹划阶段。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记者
王镜宇 徐征）朱婷在10日举行的女
排世俱杯赛中率领土耳其瓦基弗银
行队赢得两连胜。赛后她表示，这两
场比赛自己的发球都还不错，希望能
保持下去。

当日在日本神户举行的女排世
俱杯赛A组第二轮比赛中，朱婷拿下
13次扣杀、3个拦网和两个发球直接
得分，瓦基弗银行队以3：1击败巴西
的舒耐队。

朱婷通过微信告诉记者，她对自
己这场比赛的发球比较满意。她说：

“发球今天我觉得还不错，这两场球
都还行。因为总觉得发球可能是自
己的弱项，今天还得了两分，她们（队
友）也说力量显得比之前更足了，所
以这也是一点点进步吧，我希望能保
持下去。”

朱婷认为，当天的比赛瓦基弗银
行队赢得比较顺利，只是在第三局稍

有松懈。
“从进攻、拦网包括防守和一传还

是比较顺利，没遇到什么阻碍，就是可
能在第三局的时候我们稍微有点松
懈，她们（对手）的弱轮啊、包括弱点，
我们也没抓着。”

巴西联赛冠军舒耐队被视为瓦
基弗银行队在小组赛中最重要的
对手。在朱婷看来，球队赢在准备
充分。

“我们昨天晚上看录像是比较
仔细的，然后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在
拦防方面我们做得还是比较到位，
尤其是第一局、第二局和第四局。
我们的准备还是比较充分，所以在
他们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相对会
比较放松，或者说会比较有应对的
办法。”

在12日的最后一轮小组赛中，
瓦基弗银行队将迎战东道主的久光
制药队。

男篮“红蓝配”
集训名单出台始末

男篮 阵容浮出水面

助瓦基弗银行队女排世俱杯赛两连胜

朱婷：发球有进步希望能保持

双国家队

5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
的2017赛季亚洲足球冠军联赛F组
第6轮比赛中，澳超西悉尼流浪者队
主场以3：2战胜中超上海上港队。

图为上海上港队球员李圣龙（左）
与西悉尼流浪者队球员科尔在比赛中
拼抢。 新华社发

亚冠联赛

西悉尼胜上港

新华社麦纳麦5月9日电 国际
足联理事会9日在这里举行的会议上
通过了2026年世界杯名额的分配方
案，亚洲将有8个直接出线的席位。

自2026年起，世界杯决赛阶段参
赛球队的规模将由目前的32支扩大
至48支。此前，国际足联已经形成
2026年世界杯各大洲名额建议方案，
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相关方案，亚洲
区的出线席位从4.5个增加到8个。

出线席位增长最多的是非洲，他们
的出线席位由5个增长为9个。在世界
杯扩军之后，出线席位最多的仍然是欧
洲，他们的席位由13个增加到16个。

国际足联还决定，除了分配给东
道主和各大洲的46个席位之外，剩下
的两个席位将通过一个由六支队伍参
加的小型附加赛产生。这六支队伍包
括除欧洲之外其余五个大洲的各一支
球队，以及东道主所在大洲的一支球
队。这个附加赛将于2025年举行，地
点是2026年世界杯举办地。

2026年世界杯名额确定

亚洲8个队直接出线

据新华社巴黎5月9日电 法甲
摩纳哥队 9 日没能在 2016－2017
赛季欧冠联赛半决赛次回合中上演
奇迹，他们在客场 1：2再次不敌意
甲尤文图斯队，总比分 1：4被淘汰
出局，尤文图斯近三个赛季里第二
次闯入决赛。

本赛季欧冠决赛将于6月3日在
威尔士加的夫举行。尤文图斯等待着
决赛对手10日在两支西甲球队皇家
马德里和马德里竞技之间产生，首回
合皇马以3：0完胜对手。

欧冠摩纳哥再告负
尤文三年两进决赛

新华社罗马5月9日电 国际米
兰俱乐部9日宣布，他们已经与主教
练斯蒂法诺·皮奥利及其技术团队解
约，此时距离本赛季意甲联赛结束还
有三轮比赛。

皮奥利是在联赛进行了两个月
的时候从荷兰人弗兰克·德波尔的手
中接过国际米兰队教鞭的，但是现在
他们面临着无缘下赛季欧战席位的
危险。

国际米兰俱乐部发表的声明说：
“国际米兰俱乐部已经与主教练皮奥
利及其团队解约。国际米兰俱乐部感
谢他及其团队在过去6个月所做出的
贡献和辛勤的工作，这个赛季是一个
艰难的赛季。”

国际米兰俱乐部宣布，青年队主
教练韦基将立即接手一线队的工作并
且带领球队打完本赛季剩余的比赛。

国际米兰
解雇主帅皮奥利

据新华社浙江台州5月10日电（记者郑直
夏亮）第六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10日在

浙江省天台山风景区上演首日对决，中国队以2：
1击败首轮对手日本队，在力争四连冠的道路上
取得开门红。

刚刚在围甲联赛中取得跨届22连胜的於之
莹在一台执黑对阵藤泽里菜，“小鱼儿”在两个边
路围得不少实地，并出其不意地吃掉对方一条小
龙后中盘取胜。二台谢依旻战胜鲁佳帮助日本队
扳平比分，同样早早结束比赛。

三台李赫与牛荣子的比赛结果关乎两队的胜
负，二人成为当日鏖战到最后的一对选手，历经五
个半小时的对弈，李赫顶住压力执黑完胜牛荣子，
帮助中国队以2：1取胜。

“今天整体来讲李赫和小鱼儿发挥是不错的，
发挥了自己的实力。鲁佳本来形势很好，后来有
一个地方下边对杀的时候产生了误算，输得有些
可惜。”中国女队教练王磊在赛后表示，他笑称：

“还是正常的发挥，团体赛嘛，2：1效率最高。”
今年是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赛的第六个年

头，韩国队取得前两届冠军，中国队则在之后达成
三连冠伟业。

本次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主办，天台县人民
政府承办，比赛的冠军奖金为30万元人民币。

世界女子围棋团体赛

中国胜日本取得开门红

杜锋

10日，在日本神户举行的2017年女排世俱杯A组比赛中，土耳其瓦基弗
银行队以3比1战胜巴西舒耐队。朱婷（右一）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7年海南省青少年
高尔夫球巡回赛（神州半岛站）5月27日至30日
在万宁神州半岛高尔夫球会举行，本站比赛主题
为讲传统。由于比赛恰逢端午佳节，参赛球员已
经做好了打青巡赛、吃粽子、洗龙水的准备。

海南青巡赛今年升级，成为了中高协和世界
业余双重积分的比赛。本站比赛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近百名青少年高尔夫爱好者报名，其中不乏国
内顶级青少年高尔夫球员。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已经举办了两
年，是立足海南、面向全国乃至世界的青少年高尔
夫球赛事。该赛事定位为与国际赛事接轨的业余
青少年公益赛。2017年的比赛由原来的全年12
站改为全年6站，旨在通过每年全岛巡回的连续
赛事推动青少年高尔夫球文化普及，培养更多本
土青少年高尔夫球爱好者，挖掘更多优秀苗子。
本次比赛为个人比杆赛，按不同年龄分为5至6
组进行较量。

海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由省文体厅、
省高尔夫球协会共同主办。省体育职业技术学
院、澳大利亚希尔斯高尔夫球学院、海南博鳌亚洲
论坛国际会议中心高尔夫球会等十余家单位共同
承办。

省青少年高球巡回赛
神州半岛站月底开杆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9日电（记者李博闻）
虽然当家球星伦纳德因伤退赛，虽然哈登拿到了
大号三双，但圣安东尼奥马刺9日依旧经过加时
以110：107险胜休斯敦火箭，西部半决赛总比分
3：2率先拿到赛点。

两队常规时间打成了101：101，加时赛开始
阶段双方全部哑火，直到离比赛结束还有两分钟
时贝弗利三分命中，帮助火箭104：101取得领
先。随后格林命中三分并打成“2＋1”，在比赛还
剩30.1秒时帮助马刺109：107反超。随后他又
命中一记罚球，将马刺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哈登
在最后时刻本有机会用三分球扳平比分，但遭到
了吉诺比利的背后封盖。“我尽我最大努力去干扰
他（哈登），出手封盖是个冒险的举动，但让他把球
投出去同样冒险。”吉诺比利说。

“马努（吉诺比利）又让我们看到了他当年疯
狂的马努式的表演，他是条硬汉。”马刺主帅波波
维奇赛后说。

两队第六场较量将于11日在火箭主场举行。

NBA西部半决赛

马刺加时险胜火箭
先夺赛点

据新华社巴黎5月9日电（记者苏斌）对于
一定期限内世界和欧洲田径纪录将被清零的提
议，欧洲田径联合会主席汉森9日透露，已经收到
了一些不同的反馈意见。

欧洲田联理事会本月1日一致通过此项提
议，并提交至国际田联考虑。根据此提议，某个时
间节点前的所有纪录将被清零，不过相关方面尚
未对这一时间节点做出具体说明。

“正如我们事先预料到的那样，对该项提议的
回应是不同的。”汉森说，“关于目前的世界纪录存
在问题，各利益相关方内部基本达成一致，很少有
人对所有世界纪录和欧洲纪录都充满信心，因此
需切实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现状。”

汉森还说：“最大的争议来自一些现世界纪录
保持者，他们的个人利益会因此次纪录重新认定
受到影响，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点，并且对他们的关
切表示理解。”

反对者中就包括女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
者、英国名将拉德克利夫，她认为这是一种“胆
小的”想法，并且给她个人的名誉和尊严造成了
伤害。

欧洲田联主席：

对田径纪录清零的
提议有不同声音

李
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