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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全
国跆拳道交流赛暨展示活动近日在海
口凤翔湿地公园举行，来自全国的
200多名选手参赛。

本次全国跆拳道交流赛暨展示活
动以发扬跆拳道精神强身健体为宗
旨，推广发展跆拳道运动，提升跆拳道
的影响力，让广大市民近距离感受跆
拳道的魅力，引导市民积极参与健身
活动。同时增进海南跆拳道团队与省
外跆拳道团队的文化交流，开阔眼界，

提升技术，培养跆拳道后备力量。
本次比赛共有齐齐哈尔体育运动

学校、包头体育运动学校、哈尔滨市跆
拳道协会、北京亦庄二中、长春二中、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万宁新
中中心小学、海口王子跆拳道馆、海口
骄子跆拳道馆、临高明运跆拳道馆的
2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设腿法展
示、跆拳舞表演、跆拳道竞技比赛、跆
拳道品势表演、跆拳道特技表演等项
目。经过激烈比拼，海口骄子跆拳道

馆获最佳表演奖、临高明运跆拳道馆
获最佳人气奖、万宁新中中心小学获
最佳技术奖、海口王子跆拳道馆获最
佳团体奖。任圆宏、孔奔、史思凯分别
获得了男子59公斤级、55公斤级和
68公斤级冠军。杨若英、于千惠和丁
明艳分别赢得了女子46公斤级、49
公斤级和52公斤级冠军。

本次全国跆拳道交流赛暨展示活
动由海口市文体局主办，海南金时体
育运动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全国跆拳道交流赛海口举行
省内外200多名选手参加

本报三亚1月30日电（记者袁宇）“进球
了！”今天下午，伴随着一记漂亮的抽射，第10
届“绿茵地”中国少儿足球精英邀请赛·三亚站
落下帷幕。三亚南新小学、深圳宝体足球俱乐
部、青岛黄岛区教体局珠江路小学分别摘得
U8、U10、U12三个组的桂冠。

此次大赛共有来自青岛、北京、深圳、三
亚等全国各地 18 支代表队 200 多人参加，
参赛队员都是 8 岁到 12 岁的小球员，根据
年龄分为 U8、U10、U12 等 3 个组别。其中
三亚南新小学派出了 4 支队伍分别参加
U8、U10、U12 组别的比赛，并取得了 U8 组

第 1 名，U10 组第 3 名、第 4 名，U12 组第 3
名的好成绩。

据了解，该项赛事从2009开始至今已举
办了10届。“绿茵地”赛事开办了中国青少年
赛事南北站，青岛为夏季赛站、三亚为冬季
赛站。

中国少儿足球精英邀请赛·三亚站结束

三亚南新小学获U8组冠军

本报海口1月30日讯（记者王
黎刚）2018年第二届“青训之星”全国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天在海口结束
了第3轮的较量，中海足球俱乐部队、
海口二十五小A队、恒星足球俱乐部
队、金盘实验足球队分别以不败的战
绩，暂列U8组、U10组、U12组和U14
组的头名。

据组委会负责人介绍，为了让
更多的青少年得到比赛的机会，邀
请国内优秀青少年足球培训机构
来琼冬训交流学习，其中包括10支
海南本地球队，分别来自天龙联
盟、金盘实验足球队、海南天龙足
球俱乐部、陵水恒星足球俱乐部、
海口二十五小足球队以及中海足
球俱乐部。其余9支球队分别来自

北京、广州、桂林等俱乐部代表
队。比赛分为U14组、U12组、U10
组和 U8 组，分别在海南体育职业
技术学院足球场和海口实验中学
足球场进行。

海口今天温度骤降，下起了小
雨，场外的工作人员以及球迷们都穿
上了厚实的棉衣，但是身着单衣裤的
参赛小球员们，无惧寒风冷雨，在赛
场上全力拼搏，每球必争。

U14组和U10组的比赛采用单
循环赛制，各进行5轮比赛。U12组
和U8组的比赛采用双循环赛制，各
进行6轮。各组积分最多的球队将赢
得冠军。

本次比赛由海南天龙足球俱乐
部主办。

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激战海口
中海足球俱乐部队暂列U8组头名

按照赛事惯例，费德勒29日在墨
尔本的草地上高举冠军奖杯拍照留
念，2018年澳网随之曲终人散，大幕
落下！赛场上一幕幕激烈对决，那些
欢笑与泪水也成为世界网坛历史上的
经典时刻，值得人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慢慢回味。

澳网堪称中国队“金花”的福地，
郑洁/晏紫在2006年捧得女双奖杯，
李娜在2014年女单摘冠。不过，此后
三年，除了张帅在2016年闯入女单8
强，中国队“金花”未有惊艳表现。

本届澳网，中国队“金花”整体状
态低靡，直接入围女单正赛的彭帅、张
帅、王蔷和段莹莹，以及持外卡参赛的
王欣瑜和从资格赛突围的朱琳，六位
选手没有一人能够晋级第三轮。

作为赛事25号种子、现世界排名

第27位的彭帅获得不错的签位，不过
饱受伤病困扰的她首轮就被15岁的
乌克兰小将科斯秋克淘汰出局。朱
琳、王蔷和第一次参加大满贯正赛的
王欣瑜也是首轮止步。朱琳败给中国
台北老将谢淑薇，王蔷不敌2017年美
网亚军凯斯，经验不足的王欣瑜被法
国老将科尔内淘汰出局。

首轮上演逆转好戏、艰难拿下美
网冠军斯蒂文斯的张帅不敌捷克小将
阿勒托娃，连续两年止步澳网次轮。
上届赛事打入第三轮的段莹莹也未能
再现往日辉煌，首轮淘汰哥伦比亚选
手马里诺后，次轮输给7号种子、2017
年法网冠军奥斯塔彭科。

女单正赛学了经验的王欣瑜闪亮
青少年赛场，携手中国台北选手梁恩
硕夺得女双冠军，斩获中国队女网小

将第三个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双冠军。
她还同时进入了青少年组女单四强。

对于自己本次澳网之旅，王欣瑜
说：“感觉收获还是挺大的，特别是正
赛和科尔内那场，学到很多。今年两
线（正赛和青少年组）作战，确实比较
辛苦，回去得好好总结，希望将来自己
能够提升更多。”王欣瑜打法硬朗，身
体条件出色，再加上系统的训练和有
完善的团队支援，让人们对这位16岁
小将的未来充满期望。

谈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目标，王欣
瑜说：“当然，夺得大满贯赛事冠军是
目标。不过，现在还不想给自己太大
压力，希望将来先打入成人世界排名
前20位。下次能再次站到澳网（正
赛）的赛场上，自己会打得更好。”

（据新华社墨尔本1月30日电）

中国“小花”孕育希望
——2018年澳网综述

■ 新华社记者 周凯 朱翃 王恒志

在经历了半年的协商后，中超版
权合同期拟从5年增至10年，费用也
从当初引发业内震动的“5年80亿”变
成经过各方妥协后的“10 年110 亿”。
部分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经过协商
取得共识是好事，但今后如何按照足
球规律办事更为重要。

版权费是一项职业联赛主要的收
入来源，也是衡量一项职业赛事能否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在过去一段
时期，受到观众收视习惯、联赛职业化
程度不高等因素影响，中国足球职业
联赛版权卖出了“白菜价”，与其商业
价值严重背离，有的俱乐部找转播还
得倒贴钱，这也反过来严重制约着中
国足球健康发展。

随着 2015 年中国足球改革大幕

的拉开，体奥动力当年以 80 亿元的
“天价”买下2016-2020年5个赛季中
超版权，震惊了中国体育圈，被认为是
中国足球甚至是中国体育职业化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得益于版权收益，
2016 赛季中超各俱乐部获得分红平
均超过6000万元，而2015赛季这一数
字才不过1000多万元。

虽然现有的分红与当前中超俱乐
部的投入相比还相差甚远，但版权分
红对多数中小俱乐部而言都不是小数
字。

东部某中超俱乐部工作人员向记
者表示，和俱乐部一整年的运营开支相
比，目前的版权分红只占到很小的一部
分，对俱乐部影响并不大。但此次各方
能较好地解决之前的分歧，拟达成新的
合约，说明各方还是在努力促成联赛和
中国足球的平稳健康发展。

就像一部电影少了明星会影响票
房一样，2017赛季开始实施的限制外

援、首发U23球员等新政可能会降低
中超的观赏性和竞争性，进而对转播
落地和版权分销带来一定影响。而
且，近两年体育版权市场的泡沫已被
部分挤出，版权市场遇冷是不争事
实。在此情况下，版权方、管理者、各
俱乐部重新商谈版权合同也情有可
原。

如何借助联赛让中国足球水平快
速提升是球迷关心的问题。来自上海
的一位资深球迷董纪宏认为，中超版
权合同5年80亿变成10年110亿，从
球迷的角度来说有利有弊。弊是大牌
球员少了，比赛的精彩刺激程度、市场
价值可能有所下降；利是让中国足球
市场回归理性，挤出水分和泡沫让联
赛的发展更加平稳，国际巨星再多再
好也是别人家的球员。让俱乐部加强
青训，每个俱乐部都有几个本土的甚
至是本地的球星，中国足球的发展才
会根深叶茂。

中超版权费“缩水”影响几何？
大侃台

据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中国登山协会
消息，2017年，以“向山而跑 非凡之路”为主题
的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在国内7个地方“绽
放”；2018 年，该赛事将打造“体育+旅游+公
益+扶贫”模式，助力地方体育和经济双赢发展
道路。

2017中国山地马拉松系列赛在河南驻马店
市嵖岈山景区、内蒙古乌兰察布察右旗黄花沟景
区、湖北省利川市、广西南宁市马山县、福建漳州
港开发区、重庆市黔江区、广州市从化区等地举办
7站比赛，每站直接参与人数在3500人左右，赛
事所带动的大众参与数达十万余人。

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王勇
峰表示：“2017年山马赛事充分发掘了比赛地的
地域文化以及赛道特征，不断丰富山地马拉松的
表现形式，整合优质资源形成多元化、特色化的赛
事风格。2018年山马赛事将继续打造体育+旅
游+公益+扶贫的独特模式，推广融合体育魅力和
自然风光的特色生活方式。”

中国山地马拉松
国内7个地方“绽放”
将打造体育+旅游+公益+扶贫模式

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中国足协官网30
日发布公告，对天津权健球员张修维年龄造假行
为作出停赛9个月的处罚。

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在《关于对天津权健足
球俱乐部球员张修维违规违纪的处罚决定》中称，
2017年9月18日，纪律委员会收到有关部门及单
位提交的张修维涉嫌弄虚作假一事的材料，经过
前期审查，予以受理。

根据有关单位及运动员本人提交的注册信
息、情况说明、对当事人的听证调查以及相关司法
文书等，认定张修维曾存在使用1994年虛假年龄
办理参赛证的弄虚作假行为。

依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第六十八条之
规定决定对张修维作出如下处罚：停止张修维参
加中国足球协会举办的正式比赛9个月，自2017
年9月19日起至2018年6月18日止。

中国足协表示，比赛胜利是每个参与者所追
求的结果，但绝不能以牺牲足球秩序与破坏足球
规则为代价。中国足协将继续严惩各类违规违纪
行为，望各俱乐部、官员、球员共同维护比赛秩序
和来之不易的足球发展环境。

张修维因年龄造假
被停赛9个月

新华社天津1月30日电（记者张泽伟）一年
一度的戴维斯杯网球赛即将重燃战火，中国男网
将在亚大区I组第一轮迎战新西兰队。中国队队
长姜惟30日在天津说，队员状态很好，且占据天
时地利人和，有信心赢得比赛。

中国队此次排出最强阵容出战，队员中既有
参加了多届戴维斯杯的张择、吴迪、公茂鑫，也
有首次参赛的超级新星吴易昺和近来状态不错
的高鑫。

姜惟说：“我们是新老搭配的阵容，大家针对
本次赛事做了充分的准备和有针对性的训练，在
主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条件下，我对赢下
比赛很有信心。”

本次比赛采用五场三胜制。2月2日，中国队
和新西兰队将打两场单打。次日，双方将先打一
场双打，再打两场单打。

姜惟说，根据球员实力和世界排名，中国队在
单打上更有优势，因此，本次中国队的策略是确保
单打的胜利，力拼双打。

本次戴维斯杯亚大区I组第一轮的比赛由国
际网联主办，中国网球协会和天津市体育局承办，
浩蓝国际网球运动推广（北京）有限公司运营。

戴维斯杯重燃战火

中国男网首轮全力争胜

本报讯 由海南省职业技能鉴定站与海南众
量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海南省
2018年第一批次体育行业国家职业资格健身教
练培训班，近日在海南体育职业学院结束。

共有25名体育专业的大学生及10名社会相
关从业者参加培训。在为期10天的培训中，通过
理论+实践的培训方式，学员不仅进行了健身专
业理论知识的强化学习，还学习各项训练技术的
实际演练等。本次培训合格人员将获得国家体育
总局职鉴指导中心颁发的健身教练国家职业资格
培训师证书。

据省文体厅群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健身
教练是健身产业重要的人力资源，此次国家职
业资格健身教练培训班的举办有利于打造海南
地区健身教练的职业建设，提高健身行业从业
人员整体水平，有利于推动健身产业良性健康
发展。 （樊超）

我省举行健身教练员培训班

广州106：96北京

广东112：108北控

广厦110：104山东

新疆136：108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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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小球员在
中国少儿足球精英邀
请赛上拼抢。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图为小球员在“青训之星”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激战。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1 月 30
日 ，在 2018
赛季亚足联冠
军联赛资格赛
中，天津权健
队主场以2：0
战胜菲律宾谷
神星队，晋级
亚冠正赛。上
海上港队1：0
胜泰国清莱联
队，晋级亚冠
正赛。

图为天津
权健队球员赵
旭日（左）在比
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亚冠联赛资格赛结束

中国两队双双晋级正赛

据新华社天津1月30日电（记
者张泽伟）天津权健30日在亚冠资格
赛最后一轮中2：0战胜菲律宾谷神星
队，首次亮相亚洲赛场即以一场胜利
晋级亚冠正赛。权健主帅保罗·索萨
赛后说，权健进入亚冠正赛是对中国
俱乐部的巨大鼓舞，权健有信心打好
后面的比赛，拿下每一个对手。

索萨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首先
为客队点赞：“他们在前两场资格赛
中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有机会在今天

去争取亚冠正赛资格。而且，他们因
为交通等问题，很晚才来到天津，影
响了这场比赛的准备工作，但即使这
样，他们也一度给我们制造了困难与
麻烦。”

索萨在复盘这场比赛时说：“球队
在上下半时采取了不一样的打法，上
半场以脚下渗透为主，但中场休息时，
我们意识这样的场地不允许采取地面
进攻，只能尝试另外一种打法，要更直
接、更有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赢球。”

天津权健主帅索萨：

进亚冠正赛鼓舞中国俱乐部

其它场次战报
水原5：1越南清化

柏太阳神3：0蒙通联

图
为
选
手
在
品
势
项
目
比
赛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