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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
者岳东兴 公兵 郑道锦）中国足协16
日宣布，中国男足U20选拔队计划在
11月初赴德参加2017-2018赛季德
国第四级别联赛中的西南区联赛，以
此来提高队伍水平，为冲击2020年东
京奥运会准备。

当天，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
书长张剑与德国足协秘书长弗里德里
希代表双方足协签署参赛合作协议。

张剑介绍，德国第四级别联赛属
于德国职业联赛序列，包括五个地区

联赛（北区、西区、西南区、东北区、巴
伐利亚区），其中西南区与巴伐利亚区
都是19支队伍参赛，另外三个区为
18支队伍。经与德国足协商定，中国
男足U20选拔队将参加西南区联赛，
中国队将与每轮联赛轮空队伍进行客
场比赛，但成绩不计入联赛积分和排
名，德国足协将单独为中国队设立联
赛计分与排名系统。

弗里德里希说：“比赛虽然是友
谊赛性质，但我们会保证比赛的竞争
性。我确信中国队会在每一场比赛

中都有所收获。对中国队的建议，我
想说的是，希望每一名来德国的球员
都能以非常职业的态度对待比赛。”

对此前有关少数俱乐部不同意参
赛的报道，张剑回应说，实际情况是
16支队伍同意和中国队进行比赛，而
德国足协会填补空缺，从附近区域找
三个俱乐部来参赛，最后还是要和19
支队伍打比赛。

在赛程安排上，张剑介绍，考虑国
内比赛如全运会以及队伍组建等因
素，U20选拔队初步打算11月初到德

国，将从2017-2018赛季第二循环即
德国第四级别联赛的第20至38轮起
开始参赛，随后12月中旬返回国内，
欧洲联赛大都进入冬歇期。选拔队将
于明年大概1月下旬到德国参加后一
阶段比赛，明年5月中旬返回国内。

中国足协在此次合作背景材料里
介绍，去年11月，在中德两国领导人
的关心和推动下，两国政府在科学、经
济、技术等多方位合作的基础上，签订
了为期十年的足球合作协议。同时，
中国足协与德国足协签署了十年的

《战略合作协议》，在技术培训、专业交
流、国家队赛事、职业足球、校园足球
多个层面组织全方位合作。

据介绍，未来两国足协还将进一
步加强足球事务的联系与交流。下
一步，中国足协将寻求在欧洲建立中
国足球训练与培训基地，为各级队伍
搭建高水平赛、练平台；中国足协还
将与德国足协共同推进关于青少年
和女足队伍培养、教练员、裁判员、职
业联赛管理运行交流等一系列全方
位合作项目。

中德足协正式签约

中国U20男足将参加德国地区联赛

8月16日晚，在中国足协杯半决赛第
一回合比赛中，上海上港队在主场以2：1
逆转广州恒大队。图为上港外援艾哈迈多
夫（左）与恒大外援穆里奇拼抢。 小新发

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

上港2：1逆转恒大

■ 阿成

北京时间8月16日凌晨，中国
男篮蓝队在黎巴嫩举行的亚洲杯
1/8 决赛中，末节上演大逆转，以
81：79 险胜叙利亚队，晋级八强。
这是中国队本次比赛连续第二场
逆转获胜，小组赛最后一场，他们
也是在第四节发威，以 61：60 险胜
卡塔尔。

连续逆转赢球，固然惊喜，当
然刺激，但你也得考虑一下球迷们
的小心脏。其实让人受不了的是，
逆转的并非什么强队，而是我们多
年的手下败将。与逆转带来的惊
喜相比，球迷们恐怕更想不到，面
对伊拉克、叙利亚这等球队，中国

队竟然一度落后10 多分。叙利亚
的实力比伊拉克强不少，而历史上
中国男篮与叙利亚一共有过8次交
锋，8 战全胜，其中在亚锦赛（亚洲
杯）有过 4 次交手，场均净胜对手
40.3分。

这两场逆转获胜，以及小组赛
首场不敌菲律宾，让人们不得不正
视一个现实：中国男篮退步了。事
实上，我们早已不再是亚洲霸主。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头号夺冠热门
澳大利亚，别指望再有什么逆转，
但愿不要被虐得太惨。也没有什
么好郁闷的，以这支中国男篮蓝队
的实力，能打入八强该知足了。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只是蓝
队，还有一支红队呢。就算合并又
能怎么样，别说澳大利亚，连伊朗
恐怕都赢不了。这就让人不解了，
中国队就这等实力，还一分为二分

什么蓝队红队，搞得好像人才济济
不忍割舍。

分红蓝两队可以让更多队员
得到比赛机会，但各自为战未必能
互相促进。据说，篮协还有通过竞
争选拔主帅的用意。但优劣的标
准是什么？两支队伍打不同的比
赛，对手不一样，战绩如何比？届
时确定主帅，还不是组织什么专家
团给意见，或者篮协领导说了算。
至于选拔球员，届时合二为一时还
得选那些所谓球星，何必瞎折腾白
白浪费时间。

每年的四国赛、斯杯赛等商业赛
事，中国队往往赢下不少欧美强队，但
这些球队都是挂着国家队旗号的冒
牌队伍，来陪打挣外快，而让中国队
赚吆喝。正式比赛就是另一回事了，
如今亚洲杯打不过菲律宾，对阵叙利
亚、伊拉克，都要为惊险逆转而欢呼。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15日电
（记者李良勇）15日，在黎巴嫩举行
的首届男篮亚洲杯复赛中，中国队
以81：79险胜叙利亚队，成功晋级
八强，将于17日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迎战澳大利亚队。

当晚，中国队主教练杜锋派出
的首发阵容为刘晓宇、于德豪、任骏
飞、胡金秋和吴前。前三节中国队
一直落后，分差最大时落后15分。
第四节，中国队球员终于发力，在离
比赛结束仅剩5分钟左右时实现比
分反超对手，并最终以2分优势战
胜叙利亚队。

赛后统计数据显示，本场比赛
中国队共有6名球员得分上双，其
中李根拿下全队最高分19分，韩德
君得到14分。

主教练杜锋赛后说：“这场比赛
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于一支年轻队
伍、有8个队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
洲际比赛来说，打这种淘汰赛可能
会顶着很大压力。”他认为，可能队
员一开始时还是把比赛想得过于简
单了，因此显得有些浮躁，在场上球
运转不够流畅。上半场失利之后，
大家一起寻找问题、总结失误。下
半场人员调整之后，通过整体配合，
最终赢得了比赛。

杜锋说：“通过这种高级别比
赛，让这些年轻队员能够成长，我觉
得这就是比赛的收获……希望球队
能够通过集体的努力，越走越远。”

谈及对阵澳大利亚队，杜锋说：
“我觉得，在这种洲际比赛上能有这
样的机会给年轻队员去对阵世界前
四的队伍，这种锻炼价值和意义非
常大。虽然说，我们可能在实力上
尤其是在经验上与澳大利亚队有着
很大差距，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放
下包袱去拼，同时我们抱着学习的
态度。”

本报三亚8月16日电（见习记者
徐慧玲 记者林诗婷）“三圈霸道杯”
第十九届“飞向北京—飞向太空”全
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
动总决赛（以下简称“飞北”总决赛），
昨天在三亚市体育中心落下帷幕。
经过3天激烈的角逐，共评出金牌57
枚，银牌58枚，铜牌57枚。其中，广
东一队（广州）、深圳队、广东二队（东
莞）分别获得奖牌总数排行榜前三
名。海南选手摘得一银一铜。

来自全国各地43支代表队，共计
15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本次比
赛。“飞北”总决赛是目前国内影响力最

大、参与人数最多的青少年科技体育普
及活动之一，设有“挑战者”无人机穿越
赛、天戈遥控直升机赛、橡筋动力直升
机赛、火箭助推滑翔机竞时赛、弹射飞
机竞时赛、手掷飞机直线距离赛等20
余项“航空、航天模型”比赛。

海南代表队比赛中有不俗的成
绩，共获得银牌、铜牌各1枚，一、二、
三等奖共计19人。其中，在“美嘉欣”
遥控四轴飞行器竞时赛中，定安县城
南中学学生刘良薇获得银牌；三亚市
第九小学学生张俊箖首次参加“飞北”
赛，在“卡博”仿真遥控飞机绕标竞速
赛中获得铜牌。

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总决赛三亚闭幕

海南选手摘一银一铜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海南电子竞
技公开赛暨WESG2017亚洲区中国预
选赛（海南站）近日在海口结束。最终，

“CSGO”组冠军1246电竞俱乐部、“星
际争霸II”组冠军詹道晖、“炉石传说”
组冠军韩昌衍和“DOTA2”组冠军
AragaKi晋级9月在上海举行的全国
总决赛。在总决赛中成绩优异的选手
将有机会代表国家队参加世界级比赛。

本次比赛设4个组别。在“CS-
GO”比赛中，晋级决赛的两支队伍分
别是韩寒组建的1246俱乐部和EL
队。在决赛中，1246俱乐部以16：14
险胜EL队夺冠。在“星际争霸II项”
决赛中，詹道晖以2：1战胜虫族选手
承天特战夺冠。“炉石传说”决赛在

Firstbb和韩昌衍之间进行，韩昌衍
在先输两局的不利形势下连下三城
逆转夺冠。

本次比赛旨在推动海南电子竞技
运动健康发展。据省电子竞技运动协
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尽管海南电子竞
技运动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是该
运动在海南的群众基础好、赛事参与
度高。目前该协会与海南30所大中
院校和高职、高专院校的电竞社均有
合作。同时，海南省电竞协会已与新
疆、青海、内蒙古、山西、河北、青岛、湖
南等地的电竞协会结成战略联盟。

本次比赛是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
会活动之一，由海南省文体厅承办，阿
里体育WESG赛事主办方授权。

选手在比赛中。 王黎刚 摄

海南电子竞技公开赛落幕

四个组别冠军晋级全国总决赛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7年第
二届“陵水杯”国际象棋城市邀请赛
日前在陵水雅居乐体育馆落幕。海
口选手陈瑜亮、梁定一分别摘得成年
组和少年精英组冠军。

儋州选手舒丹云珽和山东日照
选手秦睿分获成人组亚军和季军，
少年精英组亚军、季军分别由海口
选手李亿豪、韩宁远获得。参加本
次比赛的选手来自海口、昌江、儋

州、陵水、定安、三亚以及山东日照、
四川雅安、福建厦门等地，参赛选手
共114人。

本次比赛由陵水黎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主办，陵水文体局和陵水国
际象棋协会承办。比赛旨在打造精
品国际象棋赛事品牌，带动国际象
棋运动在陵水的发展；丰富群众性
文化体育活动内容，增进参赛城市
间的文化交流。

“陵水杯”国际象棋
城市邀请赛落幕

黎族歌手阿侬子黎
回家乡保亭开唱

本报保城8月16日电（记者贾磊 特约记者
黄青文）“晚霞染红整个山坡，我呀在这静静眺望，
月亮照亮相爱的地方，树下我们曾许下的愿……”
今天晚上，海南本土黎族歌手阿侬子黎“七仙岭
下·黎想的家”家乡公益演唱会，在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七仙文化广场上举行，为家乡父老乡亲献
上一台丰富多彩而又充满黎族特色的音乐大餐。

当晚，阿侬子黎满怀真情，先后演唱了《奔各
内》、《一路向南》、《我在山坡上等你》、《乘着云儿
去流浪》、《木棉花开》、《让爱流动》、《别担心了阿
妈》、《1234567歌》、《黎想的家》等他创作的10余
首歌曲，纯朴而富有穿透力的歌声赢得了观众们
阵阵掌声。

海姑娘艺术团、槟榔谷艺术团、乐东哈鹰组合
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竹木器乐传
承人黄照安等到现场表演助阵。

阿侬子黎是保亭什玲镇水尾村委会孟各村
人，自小喜欢音乐。2010年大学毕业后，他选择
留在海口，追求心中的音乐梦想，坚持本土原创音
乐，创作了几十首带有黎族风情的歌曲。他曾把
海南家乡黎家文化带到了安徽卫视《中国农民歌
会》、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等大舞台上，赢得了
不少的荣誉。2015年8月，阿侬子黎获得了“海
南方言歌曲创作演唱大赛”冠军。

林爱和生态摄影作品展
在省博物馆开展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王黎刚）林爱和
的《山·海·情》海南生态摄影作品展今天在海南省
博物馆一楼一号展厅举行。

近十年来，海南摄影家林爱和爬山涉水，多次
往返海南沿海海湾、热带雨林区、美丽乡村、黎族
苗族山寨，用镜头探寻海南、记录海南；用影像作
品讴歌和全面展现海南人文风情、自然风貌、地域
文化和国际旅游岛的辉煌成就。

海南著名摄影家黄一鸣认为，林爱和的作品
让人感受到视觉冲击和美景陶醉的同时，还让人
体会到文化的沉淀、触摸到历史的足迹，在这丰富
多彩的影像世界里，既有城市的繁华，也有乡村的
古朴；既有人文的追寻，也有自然与生态的探究；
既有历史的讯息，也有山水的怡情。海南自然风
光的绮丽多姿，相互交织，融为一体，散发出浓郁
的海南风情，而这形成了这次摄影展的一大特色。

今年63岁的林爱和是万宁人，中国摄影家协
会会员。2011年，他的作品《保亭城远眺》、《天上
人间》入选“风情保亭”全国摄影大展；《黑脸琵
鹭》、《海南吊罗山沟谷》入选国家环保部首届“中
国水网杯”摄影作品大赛。另外，《黑脸琵鹭》被国
家环保部选为部藏作品。2013年，他的作品《港
北港》入选“爱情海岸·福缘万宁”全国摄影大赛。
本次影展20日结束。

冯小刚领跑
第31届电影金鸡奖提名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记者白瀛 史竞
男）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16
日出炉。冯小刚执导的《我不是潘金莲》，管虎执
导、冯小刚主演的《老炮儿》分别提名6个和5个
奖项，占据提名榜前两名。

《我不是潘金莲》和《老炮儿》同时提名了最佳
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三个奖项，前者还提名
了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录音3个奖项，后
者还提名了最佳男主角、最佳音乐2个奖项。

除《我不是潘金莲》《老炮儿》外，最佳故事片
奖还有《七月与安生》《血战湘江》《湄公河行动》获
得提名，最佳编剧奖还有《村戏》《搬迁》获得提名，
最佳导演奖中，还有《村戏》《烈日灼心》《罗曼蒂克
消亡史》获得提名。

最佳男主角奖中，邓超凭《烈日灼心》、包贝尔
凭《陆垚知马俐》、冯小刚凭《老炮儿》、涂们凭《告
别》、廖凡凭《师父》获得提名；最佳女主角奖中，白
百何凭《捉妖记》、闫妮凭《搬迁》、宋佳凭《陆垚知
马俐》、范冰冰凭《我不是潘金莲》、周冬雨凭《七月
与安生》获得提名。

据介绍，本届金鸡奖将于9月16日在呼和浩
特揭晓并颁奖。

上海国际文学周揭幕
首度聚焦“科幻”主题

据新华社上海8月16日电（许晓青 王辰阳）
“2017上海书展——上海国际文学周”15日晚在
黄浦江畔揭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名中
外科幻作家、诗人、文艺评论人等将在一周内聚焦
世界范围内的科幻文学及其衍生文艺产品的创作。

近年来，中国科幻作品《三体》等连续获得国
际奖项或被提名，中国原创科幻的国际能见度和
影响力逐步提升，科幻爱好者群体日渐壮大。从
全球看，伴随“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外空探索等
不断深化，欧美科幻大作频现，从文学到电影、网
络游戏、主题乐园等，科幻产业链日臻完善，这都
成为中国科幻界希望“取经”的对象。

15日晚的国际文学周开幕活动堪称“科幻
之夜”。当晚，中外作家运用汉语、俄语、西班牙
语、英语等讨论了当前国际科幻界的热门话题。
多位外国科幻界代表还表示，希望在《三体》系
列以外，可以看到更多中国作家“接轨”国际市
场的科幻新作。

上海国际文学周创立于2011年，是“上海书
展”的重要品牌项目之一，每年与书展同步举办。

中国队 叙利亚进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

连续逆转，是喜是忧？

男篮亚洲杯
八强对阵
菲律宾VS韩国
伊朗VS黎巴嫩
澳大利亚VS中国

（17日23：30 CCTV-5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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