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阳 114：100雷霆

湖人 132：113老鹰

开拓者 111：110马刺

热火 103：102爵士

尼克斯 100：96独行侠

NBA昨日战报

阿森纳2：4诺丁汉森林

热刺3：0温布尔顿

西汉姆联0：0什鲁斯伯里

纽波特2：1利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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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国家体育总局和海南省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海南亲水运动季展望日暨
国家帆船帆板队公众开放日，今天下
午在海口假日海滩举行。展望日以

“永远的邀请”为主题，设有亲水运动
季综述篇、国家帆船帆板队互动与沙

滩跑等系列活动。副省长王路出席了
今天的活动。

国家帆船帆板队、亲水运动爱好
者、中小学生及度假游客等共计
2000余人参加展望日的体验活动。
展望日结束后，2017海南亲水运动
季活动宣告结束。2017海南亲水运

动季活动历时7个月，共计推出19项
重点水上运动项目以及近百项亲水
互动体验活动。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张小东在展望日上表示，海
南亲水运动季充分发挥了海南热带
滨海岛屿自然生态优势，是广泛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
设的最好体现，为海南打造体育旅游
示范区和水上运动天堂做出了有益
的探索。

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厅厅长
丁晖表示，市民、游客及青少年通过观
赏、体验和培训的形式参与亲水运动

季，充分感受到了海南亲水运动给大
家带来的激情、畅快与健康快乐，也使
大家认识了不一样的海南。

组委会揭晓了2017海南亲水运
动季最佳组织奖，海口市、三亚市、琼
海市、文昌市、万宁市与陵水黎族自治
县获奖。

历时7个月 举办近百项亲水互动体验活动

2017海南亲水运动季落幕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王黎
刚）记者今天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
2018年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和2018
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合并举行，
分别于今年8月8日和18日在三亚举
行开幕式和闭幕式。

本次运动会是为了全面展示我
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锻炼和选拔
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助力体育产业
发展，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行业体协组成代表团均可报名
参赛。

据了解，海南省第 5 届运动共
设帆船、帆板、拳击、举重、田径、沙

滩排球、冲浪、跆拳道、足球、高尔
夫球、游泳、篮球、排球、乒乓球、羽
毛球等 15个竞技项目。2018 年海
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共设篮球、排
球（九人）和三对三篮球等 48个群
众体育项目和 28 个省运会大擂台
项目。

参加2018年海南省全民健身运
动会的运动员为海南省户籍的居民，
非海南省户籍的运动员必须在海南省
居住满1年以上（截止2018年8月8
日），凭居委会证明及第二代身份证报
名。在海南居住的候鸟人群可按照单
项竞赛规程规定在其居住地市、县
（区）报名参赛。

省运会和省全民健身运动会
将于8月8日在三亚开幕

■ 阿成

1月9日，亚足联U23亚锦赛将
在江苏常州拉开战幕。本届比赛是
第三届。前两届赛事中国队战绩惨
淡，小组赛阶段都是三战皆负郁闷
出局。本届比赛中国队坐拥东道主
的天时地利人和，将力争取得突破。

赛前并未见足协给球队下达具
体的战绩指标。如果说“突破”的目
标是结束前两届赛事的“6 连败”，
首次取得积分，这个目标未免也太
低了，应该很容易实现的。以洋教
练马达洛尼为主帅的教练组倒是不
断给队员们灌输“夺冠”的信念，但
这也是欧洲教练鼓舞士气的惯常做
法，“夺冠”未必真的是球队内定的
指标，也没几个人相信中国队真的

能夺冠。
很多人提到，本次比赛是对中

国足协“U23新政”的一次检验。这
倒是一大看点。中国足协去年在职
业联赛中推出“U23新政”，让许多
U23球员在职业联赛中得到出场锻
炼的机会。据统计，此次出战U23
亚锦赛的中国队23人名单中，有13
人在去年联赛的出场时间超过
1000分钟，首发出场超过20场的有
11人。其中除了两名中甲球员外，
其他全部为中超球员。而且，除了
两名替补门将外，其他球员都有出
场纪录。

但如何检验“U23 新政”的效
果？却是一件麻烦事。虽说不能以
战绩为唯一检验标准，但战绩无疑
是最有说服力的指标。而由于中国
队在前两届赛事中六战皆败，恐怕
也不能因为中国队本届比赛战绩超
过前两届，就说“U23 新政”让 U23

国足取得突破吧。不知道中国队有
没有内定目标任务，如果有，至少得
小组出线吧。如果能打进四强，可
以敲锣打鼓了。

从分组情况来看，U23 国足一
点都没占到东道主之利。中国队与
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和阿曼同分
在 A 组，四支队伍实力接近，堪称

“死亡之组”。在一个实力相当的小
组，能否打好首战十分关键。中国
队将于 9 日首战阿曼，阿曼是以第
四档次球队的身份被抽入A组的，
理论上说这是中国队在小组赛中最
有可能取胜的对手。但实际上，这
支阿曼队绝非弱旅，他们在预选赛
中淘汰了伊朗队晋级决赛阶段比
赛，其实力不容小视。“U23新政”后
的U23国足令人期待，也多少有些
神秘，而与阿曼队的首战，对于判断
中国队本次杯赛的前景，有点风向
标的意思。

U23亚锦赛，突破点何在？

本报海口1月8日讯（记者林永
成）2018中国足协杯资格赛决赛昨天
在海口落幕，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海南
万宁鼎力队以0：1不敌内蒙古赤峰红
山郡队，无缘2018中国足协杯正赛。

本轮比赛前，两队均为1胜1负。
按本次比赛的竞赛规则，本场比赛获胜
者将取得足协杯正赛入场券，负者被淘
汰出局。在首轮比赛中两队曾有过交
手，双方90分钟内战成3：3，经过点球
大战，万宁鼎力队以8：7获胜。

此番再度交手，又是一场势均力敌

的对决。第15分钟，万宁鼎力队队员
在禁区内防守犯规，送给对手一个点
球，赤峰红山郡队6号白帆一蹴而就。
此后，万宁鼎力队展开猛烈攻势，但运
气欠佳一直未能扳平比分。最接近破
门的机会有两次，一次皮球打在门框上
反弹到守门员身上被弹了出来，另一次
皮球落在门梁上。最终，万宁鼎力队以
0：1落败未能获得足协杯正赛资格。而
获胜的赤峰红山郡队以2胜1负的战
绩，与保持全胜的上海嘉定城发队携手
参加2018中国足协杯正赛。

0：1不敌内蒙古赤峰红山郡队

万宁鼎力无缘足协杯正赛

中国队小组赛赛程

1月9日 16时 中国VS阿曼

1月 12日 16时 中国VS乌兹别克斯坦

1月 15日 16时 中国VS卡塔尔

大侃台

新华社江苏常州 1月 8日电
（记者王恒志）亚足联U23亚锦赛
将于9日打响，中国队将在江苏常
州举行的揭幕战中对阵阿曼队。
U23国足主帅马达洛尼8日表示，
小组赛对手很强，期待球员们打
出自己的水平。他同时透露，此
前受伤的球队前锋张玉宁仍有可
能进入比赛大名单。

本届U23亚锦赛中国队和卡
塔尔队、乌兹别克斯坦队、阿曼队
同在A组，马达洛尼在赛前发布
会上表示，这个小组的比赛肯定
会非常困难，四支球队实力相当，
大家的准备都很好，“我看过其他
三支队，他们都很强，相信这个小
组会给观众送上不少非常精彩的
比赛”。

谈及本届比赛目标时，马达
洛尼表示期待队员们能打出自己
的水平。在前两届 U23 亚锦赛
上，中国队两次出战小组赛 6 战
皆负，至今尚未在这一赛事上取
得一胜，本次主场作战，U23国足
显然要力争取得突破。9日首战
阿曼队，将是U23 国足要闯的第

一关，值得一提的是，阿曼队虽
然分在第四档，但仍不可小觑，
他们在预选赛时力压伊朗取得了
晋级资格，可以说是第四档最强
的球队。

球队前锋张玉宁在此前的
集训中受伤令 U23 国足实力受
损，但马达洛尼还是将张玉宁带
到了常州，他透露：“现在唯一可
能的变化是张玉宁，根据他的最

新情况，比赛当天我们可能还会
对大名单进行调整。”根据规程，
第一场比赛前 6 个小时各队还
有一次根据伤病情况调整名单
的机会。

据透露，国家队主帅里皮将观
战U23国足的表现，身为里皮国家
队助手的马达洛尼坦言，U23队和
国家队的风格是十分接近的，里皮
可以借此机会考察年轻球员。

U23亚锦赛今日开打

U23国足力争首胜

U23国足出征亚锦赛海报。 小新发

达喀尔拉力赛第二赛段结束
北京时间1月8日，2018达喀尔拉力赛在秘鲁皮斯科完成第二赛段的比

赛，该赛段全长278公里，其中特殊赛段267公里，大部分为沙漠和沙石路段。
法国车手德普雷以2小时56分51秒的成绩获得该赛段汽车组第一名。图为德
普雷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去年1月我跟‘阿尔法围棋’（又
称‘阿尔法狗’）对弈，急火攻心住院
了，有媒体报道称‘柯洁被狗咬进医院
了’，所以说，我对健康没有发言权，我
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当然这对健康毫
无益处。”柯洁幽默俏皮的话语，引得
在场的围棋爱好者哈哈大笑。

8日，身着笔挺的黑色西装，佩戴
浅蓝色领带，围棋名将柯洁以干净帅
气的造型亮相在昆明举行的“第31届
晚报杯全国业余围棋锦标赛”论坛，和
大家分享“围棋与养老养生”的话题。

谈到围棋对自己健康方面的影
响，柯洁自嘲地说了上面那番话，他认
为虽然情绪化会影响健康，但这也恰
恰证明自己是有血有肉的人类，而围
棋带给他更多的是身心上的快乐。

“我从小开始下棋就喜欢围棋，我
很享受与人对弈时交流思想带来的快
乐。”柯洁解读说，“围棋很多时候就是

‘手谈’，当人超越国界需要交流但又
有语言障碍时，如果大家都会下围棋，
就可以通过手的落子交流思想，从围
棋的招法——是激进也好、稳健也罢，

你都可以下出对围棋、对事物的看法，
别人也可以参悟到你的思想。”

柯洁表示自己不喜欢有人把围棋
包装成高深的、高山仰止的、很难接近
的项目，“围棋是可以很快乐的，而快
乐可以无国界，可以超越国界”。

当被问到如果再战人工智能，心
态会发生什么变化时，柯洁诚恳地
说，如果有很合适的机会，有一个很
强大的AI（人工智能），同时棋迷、观
众也想看这样的比赛，自己就有责任
有义务去下，“如果真有这样的比赛，
我肯定是以一种回馈棋迷、回馈社会
的心态去下这个棋。去年与‘阿尔法
围棋’对决时，我非常想赢一盘，但现
在我的心态完全不一样，我会轻松地
去应对今后与人工智能有意思的对
决和挑战”。

柯洁最后说：“很多记者都爱问我
一年的关键词是什么，我觉得开心快
乐就好，很多事情只要以开心为前提
去做，做这件事的动力才会更足，对这
件事的投入才会更多。”

（据新华社昆明1月8日电）

从急火攻心到轻松应对
——柯洁谈对阵人工智能

世界羽联推新赛事体系
巡回赛总决赛落户广州

据新华社广州1月8日电（记者吴鲁）8日，世
界羽联在广州举办发布会，推出了2018-2021年
新的赛事体系——“汇丰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该
赛事体系共分6个级别，其中最高级的世界巡回赛
总决赛将在未来四年落户广州，这将是广州在成功
举办汤尤杯、苏迪曼杯、世青赛、中国公开赛、世锦
赛等赛事之后，迎来的又一项羽毛球大赛。

据了解，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是由过去的世
界超级系列赛和总决赛、大奖系列赛整合成的新
赛事体系，于2018年正式推出，赛事周期为四年，
2018-2021年将是首个办赛周期。

广州将举办的世界巡回赛总决赛是该巡回赛
体系中唯一的第一级别赛事，从2018年开始，该
赛事奖金总额由之前总决赛的100万美元（1美
元约合6.5元人民币）升级到150万美元，总奖金
再创新高。总决赛由巡回赛26站分站赛每个单
项（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积分前8的运动
员参赛。

世界巡回赛共分六个级别，第一级别只有总
决赛这一项赛事；第二级别（世界巡回赛超级
1000）共有3站，分别为全英公开赛、印度尼西亚
公开赛和在中国常州举行的中国公开赛；第三级
别（世界巡回赛超级750）共有5站，其中包括在
中国福州举办的中国大师赛；此外还包括第四级
别（世界巡回赛超级500）、第五级别（世界巡回赛
超级300）和第六级别（世界巡回赛超级100）。

博尔特确定
试训多特蒙德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据ESPN报道，已
从田径赛场退役的“闪电”博尔特近日透露，他已
确定去德甲多特蒙德试训，但他的梦想是加盟英
超曼联俱乐部。

博尔特3月份将随多特蒙德队训练。这位
31岁的曼联球迷表示，他依旧希望能够得到“红
魔”的青睐。他说，关键时刻，老爵爷弗格森会助
他一臂之力。

他说：“3月份，我会去多特蒙德试训，那时将
确定我作为球员能做些什么，如何发展。如果他
们说我不错，我需要更多训练，那么我就去做。”

“这让我紧张，我从来不紧张，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足球。这需要时间去适应，不过我踢几次
足球就能适应。当年我开始练田径的时候也是这
样。”博尔特说。

“我最大的梦想是能和曼联签约。如果多特
蒙德说我足够出色，那么我会铆足了劲训练。我
和弗格森交流过，需要他给我递个好话。他告诉
我如果体能没问题，做好了准备，那么他就会想办
法做点什么。”博尔特说。

2017年8月，博尔特退役。他还没确定将来
以何为业。他始终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一名英超
球员。他说：“我看过很多足球比赛，我理解足球，
我也踢球。经过训练，我会变得很厉害。我和博
格巴交谈过很多次，我看他踢球，也问他很多问
题。我想踢球，但必须要去顶级联赛踢球。我不
满足于平庸。”

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

连笑率先晋级决赛
据新华社云南保山1月8日电 （记者王浩

宇）中国·保山“东骏药业杯”第五届世界围棋名人
争霸战8日在云南保山永子棋院结束了首轮较
量，中国名人连笑九段执白中盘战胜日本名人井
山裕太九段，率先晋级决赛。

按照抽签结果和比赛规则，落败的井山裕太
将在第二轮对阵首轮轮空的韩国名人李世石九
段，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在决赛和连笑一决胜负。

连笑此前只和井山裕太有过一次交手，在
2010年的LG杯世界棋王战击败了对手。当天猜
先后“日本七冠王”井山裕太执黑先行，白棋布局
在右下角选择“妖刀定式”后黑棋在局部大亏。此
后连笑未能乘势巩固优势，出现失误被井山裕太
将局势逆转。可好景不长，黑123在右上中腹失
误被白126扳出，更致命的是黑147补棋再次失
算，右边大空被白棋破掉后败局已定，至172手井
山裕太认输。

本次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的另一项重要赛事
——中日韩围棋元老混双赛当天也结束了首轮争
夺，韩国组合徐奉洙/尹泳珉轻松击败日本组合大
竹英雄/吉田美香晋级决赛，后者将在第二轮比赛
和中国组合王汝南/徐莹争夺另一个决赛席位。

当天一同开赛的还有保山市青少年“迎新”围
棋赛，来自保山各县市区的80余名青少年相聚永
子棋院切磋棋艺。

3：0大胜莱万特

巴萨9分领跑西甲

北京时间1月8日，在西甲联赛第18轮比赛中，巴塞罗那队主场
以3：0战胜莱万特队，前场三叉戟梅西、苏亚雷斯和保利尼奥各入一
球。此战过后，巴萨取得15胜3平积48分的成绩，在积分榜上以9分
优势领先排名第二的马德里竞技。图为巴萨球员梅西（上）在比赛中
带球突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