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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国际沙滩足球邀请赛收兵
阿曼队三战全胜夺冠

本报海口 11 月 12 日讯 （记者王
黎刚）2017 中国足球协会“一带一路
杯”海口国际沙滩足球邀请赛今天在
白沙门公园沙滩足球场结束。阿曼队
技高一筹，以 3 战全胜的战绩夺冠。
获第 2 名至第 4 名的分别是阿富汗
队、马来西亚队和中国队。
本次邀请赛评出最佳门将、最佳
射手、最佳球员，
他们分别由马来西亚
队 12 号纳斯里、阿曼队 2 号阿卜杜
拉、阿曼队 4 号叶合耶获得。比赛共
吸引了亚洲沙足劲旅阿曼队、阿富汗
队、马来西亚队和中国沙滩足球队参
加。这也是海南第一次举办国际沙滩
足球比赛。海口国际沙滩足球邀请赛
由国际足联和亚足联批准，属于国际

A 级赛事。比赛采用单循环赛制，积
分多的球队将获得冠军。沙滩足球赛
采用 5 人制。
东道主中国队在本次比赛中表现
欠佳。在揭幕战中，中国队运气不佳，
4 次击中对手的门柱，以 2∶4 不敌马
来西亚队。次战，中国队后防线门洞
大开，以 0∶6 惨败阿曼队。最后一场
比赛中国队在占优的情况下，因守门
员一次扑球脱手丢球，以 0∶1 负于阿
富汗队。
中国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中国
足球协会支持下，欢赢体育创建了
“一
带一路杯”
系列国际沙滩足球赛事，
这
些赛事的举办为中国沙滩足球国家队
提供了更多与国际高水平沙滩足球队

图为中国队和马来西亚队在比赛中。

获2018年中国足协杯资格赛入场券
图为帆友在比赛中。小玲 摄

朱利民获得男子公开级对抗赛冠军，
王林云获得亚军，
苏俭获得季军。
“海
口大奖赛”
将于 15 日在海口西海岸举
行。本届赛事竞赛体系全面升级，逐
步与国际接轨。比赛同时结合了海
南旅游市场，以“带上帆板去旅游
……”为主题的赛事活动，吸引了众
多选手前来参赛。通过历届赛事的
成功举办，不仅推动国际旅游岛体育
旅游产业的发展，
更结合全域旅游发
展方向，
提升城市形象，
带动滨海休闲
运动的蓬勃发展。
（符小玲）

本报讯 （记者王黎刚）2018 年足
协杯资格赛预赛 12 日在万宁打响，经
过 90 分钟的较量，最终海南万宁鼎力
队 2：1 战胜厦门南薰队。凭借这场胜
利，该队获得了明年 1 月举行的中国
足协杯资格赛入场券。
本场比赛吸引了近 2000 名球迷
观看。上半场第 16 分钟，海南万宁鼎
力队率先打破僵局，
9 号队长吴多胜在
禁区内抢断成功后，面对守门员冷静
推射破门，1∶0。此后，海南万宁鼎力
队创造了多次有威胁的射门，但可惜

都没能进球。易边再战，
第 58 分钟，
海
南万宁鼎力队扩大领先优势，11 号唐
英龙的进球，
帮助球队 2∶0 领先。落后
两球的厦门南薰队展开猛烈的反扑，
该队在比赛末段取得进球，
2∶1。之后
双方都未能再取得进球。最终，海南
万宁鼎力队 2∶1 胜厦门南薰队。本次
足协杯预赛分为南、北赛区进行。北
区决出 10 支球队，南区决出 11 支球
队，
共 21 支球队将进入决赛。
赛后，万宁市足球协会负责人表
示，万宁队是一支业余球队，
经过几年

本报海口 11 月 12 日讯 （记者卫小林）11 月
11 日上午，海口市龙华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暨全民阅读下基层活动启动仪式在龙华区
金贸街道办事处举行，
龙华区委宣传部、金贸街道
办事处及承办单位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和
社会各界人士 150 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海口市龙华区开展了全区百堂党课下基层、
百场宣讲下基层的“双百下基层”活动，同时把全
民阅读下基层活动与
“双百下基层”活动进行有机
结合，
目的是在龙华区掀起一股全新的学习热潮。
启动仪式上，我省书画家符致光、范中、蔡凯
玲向龙华区委宣传部和金贸街道办事处捐赠了书
画作品。海南省求是全民阅读俱乐部向海口中
学、海口市玉沙小学捐赠了《青年成功学》
《青年成
才漫谈》
《美丽的海南 可爱的家乡》等书籍。
在
“贯彻十九大，
书香伴我行”
经典诵读活动环
节，
来自金贸街道办事处的机关干部、
社会各界人士
共26人进行了经典诵读，
每个诵读者均获得书画家
们的书画作品和海口市图书馆的图书阅览证。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望 摄

万宁鼎力队小胜厦门队

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
三亚精英赛收帆

本报讯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
“钙
立速杯”2017 第四届国际旅游岛帆板
大奖赛三亚精英赛12日收帆。本次赛
事共吸引了国内外 17 家帆板俱乐部，
近200名帆板爱好者参赛。三亚学院
的霍宇欣、
陈露露、
谢其安分别获得女
子公开级场地赛冠军、
亚军、
季军。孔
德龙获得男子公开级场地赛冠军，杨
海明获得亚军，
王岩木获得季军。
海口风启风帆冲浪俱乐部获得团
体赛冠军；
三亚学院获得亚军；
哈尔滨
冬雪夏帆帆船帆板俱乐部获得季军。

定期切磋的平台，是国家队锻炼成长
的契机。通过这些赛事的举办，不仅
让中国沙足认识世界，更通过赛事举
办城市这个窗口，
让世界了解中国。
据了解，近年来，
沙滩足球运动在
全世界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沙滩足
球赛事在世界各地举行。国际足联也
将沙滩足球运动列为足球的重要组成
部分。当前，全球有 134 个国家拥有
沙足国家队，每年 35 个国家举办国际
大型沙足赛事，每年全球超 2.5 亿观
众收看转播。
“ 年轻”的沙滩足球正作
为一项新兴的潮流运动，将竞技体育
精益求精、力争上游的竞赛精神，
与休
闲体育放松身心、体验乐趣的生活态
度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海口龙华区
“双百下基层”
暨全民阅读下基层启动

的训练和比赛，球队的技战术水平有
了长足的进步。他说：
“万宁队队员们
在本场比赛中踢得不急不躁，尤其是
在关键时刻把握住了得分机会。整场
比赛球队的攻防阵型保持得非常好，
球员们踢得很自信。我们的目标是一
步一个脚印向中乙联赛迈进。
2018 年，海南万宁鼎力队将参加
足协杯资格赛决赛阶段的比赛。足协
杯资格赛决赛阶段分 6 个小组，小组
内 4 支球队采用“双败淘汰”制，每小
组前 2 名晋级足协杯正赛。

陈燕秀工笔画展出
本报海口 11 月 12 日讯 （记者李英挺）陈燕
秀的《芳影清韵》工笔花鸟画作品今天在海口群众
艺术馆展出。此次展览由省美术家协会、省青年
美术家协会主办，
共展出 44 幅作品。
作者陈燕秀是海南大学艺术学院国画专业讲
师、
海南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
也养育这一地域文化和美学特征，作者是土
生土长的海南人。她对于海南的红花绿叶、
青山绿
色情有独钟，这次展览的每一幅作品，
都来自与在
海南的写生与创作，
用笔触诠释海南自然之美。
2014 年，她的中国画作品《清音》参加海南省
第四届优秀美术作品展暨十二届全国美展汇报
展，获优秀奖。2015 年，她的中国画作品《龙骨
花》参加第四届海南省女画家协会美术作品展，获
优秀奖。2016 年，她的中国画作品《清风雅韵》参
加浙江省墨竹展。

海南南山国际桥牌节落幕
本报三亚 11 月 12 日电 （记者孙
婧）经过两周的角逐，海南南山 2017
中国海南（三亚）国际桥牌节昨天在
三亚落下帷幕。深圳棋院队和敏敏
队分别获得公开团体赛和混合团体
赛冠军。这两个队还分别夺得“南山
杯”巅峰对决争霸赛的冠军。

本次桥牌节活动主要包括公开团
体、混合团体、老年团体、公开双人、混
合双人、良师益友双人赛、三声杯团体
赛、青 年 团 体 赛 等 多 个 正 式 赛 事 及
IMP 双人赛、一副一比团体赛等多个
比赛，总奖金高达 230 万元，单项赛事
奖金也达 3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 南 山 杯 ”巅
峰对决争霸赛是本届桥牌节的创
新 项 目 ，该 比 赛 的 设 置 引 起 了 公
开团体组和混团组参赛队的较大
兴趣。
根据规程，巅峰对决的冠军，将
继续参加下届比赛的巅峰对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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