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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王黎
刚）2017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高
尔夫球队队际赛今天在海口美视五月
花高尔夫球会开杆。

比赛吸引了省内 21 支球队参
加。本次是今年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各

单项竞赛中参赛人数较多、比赛周期
最长的赛事之一。

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进行4轮团体赛，列第1名至
第10名的队伍为A组，其余队伍为B
组。第二阶段AB组分别进行4轮比

赛，决出AB组团体前6名和男子个
人（总杆、净杆）前8名、女子个人（总
杆、净杆）前3名。获得A组冠军的球
队将代表海南征战2017 WAGC（中
国）联盟杯全国总决赛。

比赛设团体奖、优秀组织奖、时尚

奖、团体鼓励奖等奖项。在男子组比
赛中，团体组录取前6名，总杆取前8
名，净杆录取前8名。在女子组较量
中，团体录取前两名，女子总杆取前5
名，净杆录取前5名。男女组比赛均
设最远距离奖和最近洞奖。

本次比赛由海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海南
省体育总会、海南省高尔夫球协会、
WAGC（中国）组委会、海南体育赛事
有限公司承办，海口美视五月花高尔
夫球会协办。

海南全民健身运动会高球赛开杆
省内21支高尔夫球队参加

新华社瑞士蒙特勒6月8日电
（记者刘曲 张淼）出征2017年瑞士
女排精英赛的中国女排8日在瑞士
蒙特勒结束小组赛第三场，中国队
痛失好局，经过五局鏖战被阿根廷
女排爆冷逆转。

不过，目前中国女排在A组中
以两胜一负积6分仍暂列第一，不
管两战全胜的阿根廷队9日对阵瑞
士队结果如何，中国女排也已力压
一胜两负积5分的荷兰队，确保半
决赛资格。

现世界排名第十的阿根廷虽然
在世界大赛中鲜有亮眼战绩，但此
前小组赛中与中国队同样经过五局
战胜了奥运会第四名荷兰队，实力
不容低估。

比赛伊始，年轻的中国女排进
入节奏较慢，也未能控制自身失
误。反观阿根廷女排在强攻和发球
破坏中国队一传方面表现可圈可
点，中国队意外以 20：25 先丢一
局。第二局中国队顶住压力，25：
18轻松将比分扳平。

第三局，中国队的小将们用拦
网建立微弱优势，但阿根廷女排顽

强地将比分追至16平，此后中国队
凭借刘晓彤和龚翔宇的重扣拉开比
分，但再次被阿根廷队追至23平。
不过在关键分上阿根廷队出现串联
失误和进攻出界，中国队以25：23
将总比分反超。

第四局比赛依旧胶着。中国队
失误增多以6：8落后进入第一次技
术暂停。此后中国队在发球和拦网
上建功，打出一波10：2的小高潮后
率先以16：10进入第二次技术暂
停。阿根廷队此后疯狂追分至19
平和21平。关键时刻中国队未能
顶住压力，阿根廷队以25：23的比
分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决胜局比赛，中国队在与对手
战至5平后失误过多，阿根廷一路
领先至12：9。危难关头中国队将
比分追至12平，但此后中国队进攻
被拦死，阿根廷队依靠强攻以15：
13完成逆转。

统计显示，本场比赛两队总得
分都是106分。中国女排进攻得分
方面以62：57领先，但拦网落后，失
误也比对手多。来自天津的19岁
副攻王媛媛拿下20分成为全场得
分王，接应龚翔宇贡献19分，阿根
廷队两名主攻尼泽蒂奇和罗德里格
斯分别拿下18分和17分。

新华社赫尔辛基6月8日电（记
者李骥志 张璇）世界男排联赛二组
分站赛首轮比赛8日晚在芬兰首都
赫尔辛基举行，中国队0：3负于澳大
利亚队。

比赛一开始双方比分交替上
升，但澳大利亚队发挥更胜一筹，
以25：22拿下第一局。第二局比
赛澳大利亚队明显处于上风，比分

一直领先，最终以25：13的
绝对优势赢下这一局。

第三局比赛中国队
奋力反击，比分咬得很

紧，陈龙海在
一传、二传均
不到位的情

况下重扣得分，将比分追成12平。
之后江川、季道帅连续打出好球，场
上比分出现16平和17平。澳大利
亚队调整战术，增加了快攻，将比分
差距拉开，最终以25：21拿下比赛。

本场比赛澳大利亚的保罗拿下
16分的全场最高分，内森则得到13
分。中国队得分最多的选手是江川，
得到11分，陈龙海得到8分。

赛后技术统计显示，中国队扣
球得到27分，远落后于澳大利亚的
43分；而中国队拦网得7分，高于对
手的3分。中国队主教练洛萨诺表
示，中国队在拦网方面有所进步，但
是澳大利亚队在各方面都表现得非
常出色。

中国队队长仲为君说，今天澳
大利亚队发挥得特别好，中国队没
有打出自己的水平，在各个技术环
节上都受到澳大利亚队的限制。
澳大利亚队队长保罗说：“我们观
看了中国队击败荷兰队的比赛录
像，看到中国队打得非常棒，但是
今天我们表现得比在斯洛伐克站
时要好得多。”

此战前，澳大利亚排在二组第
10名，中国队位居第4。

芬兰站比赛从6月8日开始，持
续到10日，由中国、澳大利亚、芬兰、
斯洛伐克4支球队展开3轮较量。中
国队9日对阵芬兰队，10日对阵斯洛
伐克队。

关注中国排球

世界男排联赛芬兰站

中国队首战不敌澳大利亚队

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女排爆冷
遭阿根廷逆转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汪
涌）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9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聘请原中国
男篮助理教练克里斯托普洛斯·雅
尼斯担任北京首钢男篮主教练；原
首钢男篮主教练闵鹿蕾改任俱乐部
总教练兼男篮一队领队，全面统筹
男女篮体系化建设，并负责男篮一
队的管理事务。

希腊人雅尼斯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在担任中国男篮助理教练的
四年时间里，已经深深爱上了北京
这座城市。他表示自己在欧洲以及
中国国家队的执教经历，对带领北
京首钢男篮非常有帮助，他会竭尽
全力和团队一起为北京球迷创造更
多的喜悦。

雅尼斯透露，首钢篮球俱乐部
与他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约。他
说，每位职业教练都充满了对总冠

军的渴望，但争冠之路充满坎坷，需
要立足于现实，一步步去努力。他
将和闵鹿蕾密切合作，去为这座城
市赢得新的荣耀。“北京首钢男篮是
一支伟大的球队，我对能够担任这
支球队的主教练倍感荣幸。相信我
们会是一个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奋斗
的团队。”

闵鹿蕾在发布会上坦言，自己
在常年征战和执教生涯中，身体已
经严重透支，并饱受高血压的困扰，
加上近两个赛季球队成绩不理想，

“着眼于球队发展，我向俱乐部提出
了重建的建议，希望俱乐部能够聘
请更加年富力强，拥有先进执教理
念和经验的国际知名教练来带领球
队重登巅峰”。

闵鹿蕾透露，是他推荐雅尼斯来
接替自己出任首钢男篮主教练一职
的。他表示，球队重建，不是推倒重

来，而是进行全面的体系化建设，包
括梯队建设、球探系统等在内的人才
培养体系，完善体能训练、康复医疗、
数据分析等在内的教练团队体系。
他将以总教练兼男篮领队身份来统
筹整个体系建设，同时配合新任主教
练做好一线队伍的管理工作。

据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提供的
资料，雅尼斯刚满43岁，曾先后在
希腊、罗马尼亚、德国等国的多支知
名俱乐部队执教，战绩不俗。2013
年至2016年担任中国男篮助理教
练，负责打造球队的技战术体系；作
为中国男篮教练组成员，他随队参
加了2015年男篮亚锦赛和2016年
里约奥运会。

闵鹿蕾出生在1963年，他的球
员和教练生涯均奉献给了北京队和
北京首钢队，在其执教期间，曾率北
京首钢男篮四年三夺CBA总冠军。

雅尼斯任北京男篮主教练
原主帅闵鹿蕾改任俱乐部总教练兼领队

雅尼斯。 小新发

全国新闻界网球大赛
在京开拍
海南派出7名球手参赛

本报海口6月9日讯（记者王黎刚）记者从海
南省记协获悉，往日为报道他人而忙碌的媒体人，
今天“反串”成了被报道对象。坚持20余载的全
国新闻界网球健身活动——第16届全国新闻界

“永恒杯”网球大赛今天在北京九华山庄开拍。
参加本届比赛的有人民日报、新华社、河南、

内蒙古、浙江、贵州、新疆和海南等省区市的20支
代表队、共157名选手，他们来自全国69家媒
体。海南新闻界网球队派出了7名球手参加比
赛。在上届比赛中，海南队力压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队、中央联队和新华社队，获得了总分第一名。

开幕式后，职业网坛大满贯双打冠军得主郑
洁与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本届大赛执行主任万
伯翱等挥拍上阵，进行了表演。郑洁说：“这是我
第一次参加新闻记者网球活动，感觉大家都很欢
乐。我必须要支持，因为以前在赛场上都是记者
们为我们忙。”

全国新闻界网球大赛自1996年创办以来已
走过20多年，从最早只有7支球队到现在已有27
支球队参赛，在全国新闻界影响力越来越大。赛
事创始人之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本届比赛组
委会执行主任万伯翱表示，赛事的成功举办，取决
于大家对赛事的信任，同时网球赛符合全民健身
的内涵，符合媒体人的特点，让他们放下紧张的工
作参与体育锻炼，通过深度体验比赛的过程与乐
趣，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

世界第一咫尺之遥
哈勒普专注于自我

新华社巴黎6月9日电（记者苏斌）生涯首座
大满贯奖杯、世界第一宝座，法网女单三号种子哈
勒普离这样的“一箭双雕”只差一场决赛胜利。面
对创造历史的拉脱维亚“黑马”奥斯塔片科，哈勒
普可不想被压力击垮，她将专注于在比赛中做好
自己。

“如果明天我获胜，那将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但我并不会想太多，这会给我带来压力，”哈勒普
在9日的赛前发布会上说，“我知道与奥斯塔片科
的对决将会很困难，她的击球很重，不过我只会专
注于自我，打出自己的节奏，做好脚步移动。”

头号种子科贝尔首轮早早出局，哈勒普与身
前的普利斯科娃看到了争夺世界第一的机会。一
天前的正面交锋中，哈勒普获胜，不仅直接粉碎了
对手登顶世界第一的梦想，自己距离完成这一目
标也就差一场胜利。

将与她隔网相对的奥斯塔片科同样处在状态
巅峰期，晋级之路上接连淘汰普伊格、斯托瑟、沃
兹尼亚奇几位好手，并在8日成为首位打入大满
贯决赛的拉脱维亚选手，为自己的20岁生日送上
了一份最好的礼物。

带着挑战者姿态迎接决赛的她说：“我现在已
经闯入决赛，哈勒普是一位优秀的选手，面对她我
需要保持侵略性。这会是一场艰难的较量，我将
为此做好准备。”

哈勒普也说道，“我知道对手会发挥出最佳水
平，她全然一身轻，对此我需要做好准备。”

为自己的国家实现突破后，奥斯塔片科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她在发布会上透露，拉
脱维亚总统为此还给她的妈妈打了一通电话表
示祝贺。

“这已经意味着很多，”奥斯塔片科说。
哈勒普与奥斯塔片科的法网女单决赛将于

10日进行，世界女子网坛届时也将诞生一位新的
大满贯冠军。

纳达尔成为今年中网
公布的首位参赛巨星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汪涌）中国网球
公开赛组委会9日发布消息，宣布正在参加法网
的世界男子网坛巨星纳达尔已确认参加今年的中
网赛事，这也是中网公布的今年参赛的首位巨星。

据悉，这也将是多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纳达尔
第七次出现在中网正赛签表中，也是西班牙球星连
续第五年来到北京参赛。在此前的比赛中，纳达尔
曾三次闯进男单决赛并在2005年夺冠，去年还夺
得男双冠军。不仅如此，他还在北京的国家网球中
心夺得了2008年奥运会网球男子单打金牌。

能够再次到北京和深爱自己的中国球迷见
面，纳达尔感到非常兴奋，他表示非常高兴今年将
再次来到中网，在钻石球场比赛，非常期待能与大
家在中网相见。

2017年纳达尔上演王者归来，在本赛季参加
的9项赛事中打进6项赛事的决赛，夺得其中3个
冠军，期间还取得过傲人的17场连胜。

提及2017年的参赛阵容时，中国网球公开赛
赛事总监张军慧表示，中网的女子赛事是皇冠明
珠赛，世界排名前47位的选手都会前来参赛。男
子方面，纳达尔已经宣布参赛，接下来也会有更多
的巨星陆续确认前来北京参赛，除此之外，中网今
年也会加强对“90后”希望之星的邀请，期待能够
有更多新生代球员出现在钻石球场。

作为美网后最受瞩目的男女合赛的网球赛
事，中国网球公开赛也是目前亚洲最高水平的综
合性网球赛事，近年来在国际网坛的影响力和美
誉度不断提升。过去的2015和2016赛季，中网
都超过欧美传统赛事和WTA年终总决赛，连续
两年夺得WTA全球转播收视冠军。2017年的
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4日至10月8日在国
家网球中心举行。

哈达迪缺阵无损伊朗实力

中国男篮热身赛
面临考验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记者黄
杰 马姝瑞）记者9日从盈方中国获
悉，中国男篮的老对手哈达迪将缺席
13日开始的中伊男篮国际对抗赛。
但伊朗队实力依旧强劲，中国男篮红
队将面临集训以来的首次考验。

13、16和18日，李楠率领的中国
男篮红队将分别在大连、长春和宁波
与老对手伊朗队进行三场热身赛，这
是中国男篮“双国家队”新模式下在
2017年夏天的首个热身系列赛。伊
朗队日前确认了前来参加比赛的12
人名单，中锋哈达迪因为脚踝和膝盖
伤势严重而不得不缺席本次对抗赛。
而曾经的伊朗“铁三角”另外两人巴赫
拉米和卡姆拉尼甚至没有进入集训大
名单。

为了弥补哈达迪的空缺，伊朗队
征召了此前随队出战2016年亚洲挑
战赛和今年西亚锦标赛的强力中锋阿
格哈文。此外，曾代表伊朗参加过
2016年里约奥运会落选赛和亚洲挑
战赛的雅克查利和卡兹米，以及参加
过2015年长沙亚锦赛的贾姆西迪也
将来华。在今年2月结束的西亚锦标
赛上，卡兹米场均能抢下7.8个篮板，
而雅克查利场均能拿下16.6分、5.6个
篮板和2.2次助攻。

对于即将到来的比赛，中国男篮
红队主教练李楠表示，无论对手是谁，
队伍的目的就是检验集训成果，获得
更多实战经验，同时初步确定阵容安
排，并划出针对性的备战重点。他说：

“首战对阵老对手必定全力以赴，希望
队员打出年轻球队的朝气。”

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罗马站

巩立姣夺
女子铅球冠军

新华社罗马6月8日电 据国际
田联官网消息，在2017年国际田联钻
石联赛罗马站比赛中，中国选手巩立
姣在女子铅球比赛中投出了19米56
的成绩，继钻石联赛上海站之后再度
夺冠。

在当晚的比赛中，巩立姣的每一
投都超越19米，也是全场唯一一位过
19米的选手。19米56的最好成绩比
她上海站的夺冠成绩多出10厘米。

“比赛还可以吧。”巩立姣说，
“我的技术发挥不算太好，不过我喜
欢这里的气温、这座体育场和这里
的观众们。”

美国选手包揽了这项赛事的银牌
与铜牌，班奇投出18米95位列第二，
里约奥运会冠军米·卡特只投出18米
86，位列第三。“长途飞行、大量训练
加上倒时差的情况下，比赛总是要比
平时艰难一些。”卡特说。

U20男足世界杯

委内瑞拉和英格兰
争夺冠军

据新华社首尔6月9日电 2017
年国际足联20岁以下（U20）男足世
界杯8日在韩国进行了两场半决赛，
委内瑞拉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乌拉
圭队，与击败意大利队的英格兰队会
师11日的决赛。

乌拉圭与委内瑞拉队的比赛率先
在大田举行。在经过了互交白卷的上
半场后，尼古拉斯·德拉克鲁斯在第
49分钟点球破门，为乌拉圭队先拔头
筹。委内瑞拉队直到补时阶段才由替
补登场的萨缪尔·索萨打入扳平比分
的进球，将比赛拖入加时赛。

两队在加时赛中均无建树，而在
点球大战中，委内瑞拉队点球大战以
4：3获胜，得以首次晋级决赛。

决赛将于韩国当地时间11日晚
7点在水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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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球员龚翔宇（上）在比赛中扣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