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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王
黎刚）被誉为“中国第一离岸帆船赛”
的海帆赛新闻发布会14日在海口召
开。本届赛事正式定名为碧桂园杯
2018 第九届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
赛，将于3月 25日在三亚半山半岛
帆船港起航，展开为期 9天的精彩
赛程。

本届赛事确定三亚为赛事主办城
市，陵水、万宁、海口为赛事经停城市，

赛事总里程820海里，其中新增经停
城市为陵水。赛事分设IRC1-6组、
博纳多休闲组、OP帆船组等8个组
别，其中IRC1-3组参加三亚场地赛
和环岛拉力赛，IRC4-6组参加三亚
场地赛、万宁场地赛、三亚-陵水-万
宁-三亚往返拉力赛，博纳多休闲组、
OP帆船组仅参加三亚场地赛，截至目
前已有45支大帆船队和40名OP青
少年选手报名参赛。

本届赛事继续聘请世界帆联竞
赛规则委员会主席伯纳德·邦奴担
任赛事总监，世界帆联副主席安娜
担任仲裁主席，世界帆联竞赛官委
员会成员玛瑞娜、中帆协裁判康鹏
和刘波担任裁判长，中帆协裁判汪
建波担任编排长，国际 IRC丈量组
织官员约瑟夫担任国际丈量官，其
他技术团队成员均已确认完毕。在
媒体传播方面，赛事将全面升级赛

事现场直播工作，首度实现场地赛+
环岛拉力赛全程视频+图文直播，同
时进一步强化赛事的国际媒体推广
传播力度，推动赛事品牌的国际化
发展。

会上，赛事执委会副主任、赛事总
指挥、海南省文体厅副厅长曹远新代
表大赛组委会与碧桂园海南区域办
公室总经理郭姿瑶签订赛事总冠名
合作协议。为感谢碧桂园海南区域

助力海南省帆船运动及帆船产业发
展所取得的突出贡献，大赛组委会副
主任、执委会主任、海南省文体厅厅
长林光强代表赛事向碧桂园海南区
域执行总裁何晓镭赠送了2018海帆
赛总冠名纪念铭牌。

赛事组委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
副秘书长种润之代表赛事向三亚、海
口、万宁、陵水四个城市代表赠送纪
念铭牌。

环岛国际大帆船赛25日三亚起航
已有45支大帆船队报名 总里程820海里

新华社伦敦3月14日电 在曼联
队以平庸的表现被塞维利亚队淘汰
出欧冠联赛后，曼联主帅穆里尼奥遭
受到来自专家和媒体的各种批评，舆
论指责“魔力鸟”的战术过于保守，白
白浪费了队中一批杰出的攻击球员。

在首回合客场0：0战平塞维利亚
队的情况下，13日曼联在第二回合于
主场上演了一场差劲的比赛，尽管派
出了桑切斯、卢卡库、拉什福德和林加
德这四个看上去的前锋，但曼联整体
的踢法非常保守、乏善可陈，最终被对
手在下半场后半段打入两球，仅由卢
卡库打入安慰性的一球、惨遭淘汰。

曼联前球星费迪南德说：“如果

你在主场比赛，那么你就有责任攻出
去并确保你的表现压制住对手。”

斯科尔斯赛后评价说：“曼联阵
中有可以踢出攻势足球的好手，我们
花了那么多钱，但他们每一场比赛踢
得都很保守，有些场次他们只是运气
好才没有失分。今天他们的表现很
糟糕，并且输掉了比赛，而之前有些
比赛与今天的过程很像，可是他们赢
了，所以才掩盖了不足。”

英国《每日电讯报》撰文评论称，
曼联的表现是“令人尴尬的无能”。
而一位英国著名体育评论员狄金森
则批评穆里尼奥在首发中派上费莱
尼而不是攻击力更强的博格巴，他

说：“费莱尼不是曼联最差的球员，但
这场球派上他的用意是什么？是想
抓住塞维利亚的什么弱点，还是想为
曼联的中场带来什么？”

“的确，他在比赛中曾有机会比他
的队友更接近破门，但是总体上使用
费莱尼就像是带了根棒球棒去参加聚
会，曼联明显缺少细腻和创造力的纵
深传球，那是不存在的。”狄金森说。

至于没有融入球队的新援桑切
斯，费迪南德的评论也比较贴切，他
说：“桑切斯的表现就好像是他的影
子一样。在阿森纳每个队友都希望
从他那里寻找灵感，而在这里，他简
直像个陌生人。”

曼联无缘欧冠八强

穆里尼奥保守战术遭“炮轰”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林德韧 汪涌）常规赛排名第二的辽宁
衡润队 14 日在季后赛八强战中以
92：91客场险胜北京首钢队，获得了
本赛季季后赛“开门红”。

本赛季CBA对规则和赛程做出了
一定的调整，常规赛位列第七至第十名
的球队先进行一轮角逐，胜者才能进入
八强。在与常规赛排名第十的上海队
的角逐中，北京队在首场失利的不利局
面下连扳两场，最终大比分2：1晋级。

面对一个月没有打比赛的辽宁
队，临阵状态更为出色的北京队一开
场就占据了主动，以10：3给了辽宁队
一个下马威。虽然辽宁队一度将比分
追平，但第二节开始后北京队在外线
找到手感，接连命中三分球，主队领先
优势扩大到两位数。第二节后半段辽
宁队逐渐找到感觉，在半场结束时将

落后分差缩小至4分。
下半场双方展开拉锯战，场面火

花四溅，以74：74平手进入最后一节
比赛。末节，北京队一直占据着微弱
优势，不过在距离比赛结束还剩3分
钟时，辽宁队凭借巴斯的一记中投命
中反超比分。随后辽宁队的哈德森和
北京队的方硕分别命中三分球，双方
依然胶着。

比赛最后时刻，握有球权和1分
优势的辽宁队出现传球失误，给了北
京队最后一攻的机会。但北京队方硕
的压哨三分未能命中，最终辽宁队客
场惊险带走一场胜利。

辽宁队的哈德森攻下全场
最高的29分，韩德君和李晓旭
分别拿到18分和14分。

接下来双方将移师辽宁本
溪，展开本轮系列赛第二场角逐。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8年度
全国健身气功管理工作会议近日在广
西南宁举行。在会上，海南省健身气
功协会、屯昌文体局分别荣获全国“百
城”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列活动大赛
二、三等奖，澄迈文体局、保亭文体局
荣获全国“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示系
列活动大赛三等奖，这也是我省6年
来参与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展
示活动获奖最多的一次。

省健身气功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南健身气功运动最近几年发展
较快。全省共有100多个健身气功训
练点，近万人长年坚持练习健身气功。

据了解，近年来，得益于省文体厅
的大力支持，海南健身气功运动“驶上
快车道”。自2012年起，健身气功项
目先后被列为省全民健身趣味体育运
动会、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和省运会等
全省性综合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协
会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培训、赛事、活
动、展览等，促进了健身气功在我省的

普及与发展。与此同时，我省健身气
功工作也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
功管理中心的肯定。海南健身气功队
多次参加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
展示系列活动、全国健身气功站点联
赛、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群众项目健
身气功比赛等全国赛事活动，并荣获
多个集体与个人奖项。其中，蒙丽华、
王爱霞、杨达梅被评为“全国优秀基层
健身气功管理干部”，吴蝶、刘柳妹荣
膺“全国优秀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
员”称号，海南省健身气功协会被国家
体育总局授予“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
位”。

省文体厅群体处相关负责人表
示，2018年，我省将继续举办健身气
功培训、赛事、活动，在增加健身气功
运动人数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健身气
功站点注册清理、健身气功段位制、健
身气功科学调研、提高健身气功管理
信息化水平等重点工作，使健身气功
成为促进全民健身的有力助推器。

新版《古墓丽影》
本周五海南上映

本报海口3月14日讯（记者卫小林）新版冒
险动作奇幻电影《古墓丽影：源起之战》（以下简称
新版《古墓丽影》）将于3月16日在海南上映，这
是记者今天从我省院线获悉的。

据介绍，新版《古墓丽影》根据2013年推出的
同名电子游戏《古墓丽影9》改编，之所以说是新
版《古墓丽影》，是由于16年前派拉蒙电影公司曾
经拍了两部根据该游戏改编的系列电影《古墓丽
影》和《古墓丽影2：生命摇篮》，那两部影片都由
好莱坞当红女星安吉丽娜·朱莉主演，在影迷中享
有较高声誉。但由于票房不理想，后来不再续
拍。16年后，华纳和米高梅联合重启了该游戏改
编电影项目，因此称其新版《古墓丽影》。

记者了解到，新版《古墓丽影》故事涵盖面广，从
“80后”到“00后”都能覆盖，尤其是游戏迷几乎“通
吃”。新版《古墓丽影》女主演艾丽西亚·维坎德曾凭
《丹麦女孩》夺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有一定人
气。同时，片方还邀请了吴彦祖出演，这也是吴彦祖
继《魔兽》《全球风暴》等好莱坞影片后再度主演好莱
坞大片。故事讲述劳拉·克劳馥21岁时，因遭遇海
难而漂流到某个未知小岛上发生的奇幻事情。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
张逸飞）广州恒大在 14 日进行的
2018赛季亚冠联赛小组赛G组第4
轮比赛中，凭借古德利和阿兰上半时
的两粒进球，2：0客场轻松战胜济州
联队，出线形势一片光明。

在另一场比赛中，主场作战的天
津权健队4：2战胜了全北现代队。
天津权健队报了上周3：6负于全北
现代队的一箭之仇。

与上场比赛慢热不同，本场比赛
广州恒大队一上来就对济州联发起
猛攻，阿兰和张琳芃先后尝试远射考
验了济州联队的防线。第27分钟，
广州队的进攻终于打破僵局，古德利
在禁区弧顶处接到阿兰的回做，不停
球直接一脚大力抽射。皮球如出膛
的炮弹直接飞入球门的右上角，济州
联队门将李昌根虽然做出扑救动作
但无奈球速太快只能目送皮球进网。

恒大队的进攻表演没有结束，第
37分钟，于汉超在右侧的传中刚好
找到对方后卫与门将的中间地带，阿
兰跑动中精准地找到皮球，轻松头球

破门，上半场比分被定格在2：0。
下半场双方虽互有攻守，但都没

能改变比分。伤停补时最后阶段，济
州联队的金源一在争顶时对郜林凶
狠犯规得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

在取得本场胜利之后，广州恒大
队4轮积8分暂列G组小组第一。武
里南联队和大阪樱花同积5分，前者
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在第二。4战1胜
3负的济州联则小组垫底。

恒大双杀济州联领跑小组
权健主场力克全北

CBA季后赛八强战开打

辽宁1分险胜北京
取得开门红

省内设有100多个训练点 近万人长年练习

我省健身气功运动发展快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为备
战 3月 22 日至 26 日在南宁举行的
2018年“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中

国足协14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新一期
国足集训名单。本期国家队将于3月
18日至27日在南宁组织集训并参赛。

中国足协公布
“中国杯”国足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
曾诚、张琳芃、冯潇霆、邓涵文、

李学鹏、黄博文、郜林、于汉超
上海上港：
颜骏凌、王燊超、贺惯、蔡慧康、

武磊
天津权健：刘奕鸣、赵旭日

河北华夏：姜至鹏
广州富力：肖智
山东鲁能：王大雷、郑铮、蒿俊闵
长春亚泰：何超、范晓冬、谭龙
北京中赫：于大宝、韦世豪
重庆力帆：彭欣力
江苏苏宁：吴曦

14日，在亚冠联赛E组小组赛中，天津权健队主场以4：2战胜全北现代
队。图为权健队莫德斯特（前）在比赛中突破。 新华社发

NBA昨日战报
76人98：101步行者

奇才111：116森林狼

猛龙116：102篮网

独行侠110：97尼克斯

公牛106：112快船

鹈鹕119：115黄蜂

马刺108：72魔术

爵士110：79活塞

湖人112：103掘金

雷霆119：107老鹰

骑士129：107太阳

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开拍

刘成/张楠首轮遭淘汰

总比分3：0山西队

北京女篮
获WCBA三连冠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记者郑直 李博
闻）北京女篮兑现了一年前卫冕时的誓言，在
2017-2018中国女子篮球联赛（WCBA）总决赛
第三场比赛中，她们在主场以85：63击败山西，总
比分3：0横扫对手达成三连冠伟业，邵婷荣膺总
决赛MVP。

在上个赛季夺冠后，邵婷曾代表北京队向观
众许诺今年将夺得三连冠，北京队如今如愿以偿，
邵婷也以稳定的发挥被评为本次总决赛的MVP。

本场北京队福尔斯表现神勇，她在半场结束
时就砍下两双，全场更是打出32分22个篮板的
豪华数据，邵婷和高颂各自贡献16分与14分。
山西队郭子瑄拿下全队最高的20分，于东13分6
个篮板。北京队在总篮板数上以44：32领先，前
场篮板比则为14：4。

“能够拿到这个冠军，非常不容易。”本赛季首
次执教北京女篮即夺冠的张云松说，他表示，感谢
自己的“前任”许利民指导女篮12年来打下的基
础。在采访的最后，他说：“我要感谢我们自己，因
为只有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付出的力量，只有我
们知道我们自己做了什么。”

高山滑雪世界杯

戈吉亚、弗兹夺滑降冠军
据新华社巴黎3月14日电 尽管林赛·沃恩

14日在瑞典奥勒举行的高山滑雪世界杯女子滑
降收官战中夺冠，但这不足以让这位美国名将拿
到该项目赛季冠军，来自意大利的平昌冬奥会金
牌得主戈吉亚以3个积分的微弱优势将赛季冠军
收入囊中。瑞士选手弗兹则抵挡住挪威名将斯温
达尔的挑战，赢得男子滑降赛季冠军。

作为滑降项目八个赛季冠军得主，沃恩当日
以0.06秒的优势击败戈吉亚，拿下生涯第82个世
界杯分站赛冠军，距离瑞典传奇斯滕马克保持的
世界杯夺冠总数纪录还差4个。另一位美国选手
麦肯尼位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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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名单

3月14日，北京
首钢队球员翟晓川
（前）在比赛中上篮。

新华社发

3月14日，在英国伯明翰进行的全英羽毛球
公开赛男双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刘成/张楠以
0：2不敌中国台北选手廖敏竣/苏敬恒，无缘下一轮。

图为刘成（右）/张楠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