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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6月13日电（记者
孙婧）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少儿
足球发展计划“AC米兰校园足球”
公益活动6月12日在三亚启动。
意大利球星巴雷西、马萨罗的到
来，受到当地小学生的热烈欢迎。
作为这项工作的全国首批7个推
广城市之一，三亚市实验小学、第
一小学等7所足球特色学校列入
试点。

昨天上午，在三亚实验小学的操

场上，AC米兰俱乐部形象大使、前世
界级球星巴雷西和马萨罗与该校的
小球员一起踢球，巴雷西和马萨罗
娴熟的技术让场外观众赞叹不已。

据悉，该计划致力于在中小学
推广一种新颖的“小场地足球运
动”模式，即以班级为单位组织课
后足球小社团（5-7 人），在 15
米×9.5米左右大小的足球场上，
广泛开展同年级班级间比赛。每
周2次比赛，每次1课时。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AC米
兰专项基金主任张路说，这一计划
首创了职业俱乐部到小学推广足球
运动，通过普及足球运动，让更多的
孩子可以参与其中，从更多孩子们
当中发现有足球天赋的少年。

AC米兰俱乐部将为每5所试
点学校配备一名教练员，在校园足
球运动中招收天赋型孩子，建立校
外足球培训班，利用节假日时间开
展自选性的训练。

AC米兰俱乐部董事会主席李
勇鸿说：“AC米兰不仅是一个知名
足球品牌，更是一种足球精神的象
征，希望通过它成为中西方文化交
流和东西方足球竞技的桥梁。”

省文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省委省政府的关注下，这几年海南
青少年足球发展较快，此次三亚与
AC米兰专项基金的合作是一个良
好开始，希望未来海南能在青训队
伍建设中，与意大利展开深度合作。

海南媒体足球联谊赛收兵

海师大教工队夺冠
本报海口6月13日讯（记者王黎刚）经过两

天的激烈角逐，“可口可乐 有你才队”2018海南
媒体足球联谊赛今天在海口世纪公园五人制足球
场收兵。在决赛中，海南师范大学教工队经过点
球大战，险胜海南电视台队，夺得冠军。海南电视
台队屈居亚军。

比赛吸引了省文体厅队、海南电视台队、福
兴医院媒体联队和海南师范大学教工队参加。

“可口可乐 有你才队”2018海南媒体足球联谊
赛采用淘汰赛制。首轮比赛省文体厅队1∶5负
于海南电视台队，媒体联队3∶5惜败海师大教
工队。在决赛中，海南电视台队连进两球，这个
优势保持了较长时间。在比赛还剩5分钟时，
海师大教工队突然发力，连进两球。最终两队
战成2∶2。在点球大战中，海师大教工队门将
田建强发挥神勇，扑出了两粒点球，帮助球队夺
冠。

在季军争夺战中，尽管媒体联队拼抢积极，攻
防有序，但省文体厅队的西班牙外援安东尼一人
搅乱了他们的防线。最终，省文体厅队9∶4战胜
了对手获得季军。

本次比赛由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主办。海南太古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为了能让海南球迷欢度世界杯，他们举办
了“可口可乐 有你才队”活动。

省第五届运动会龙舟赛收兵

陵水队包揽4枚金牌
本报金江6月13日电（记者王黎刚）海南省

第五届运动会群众比赛龙舟项目暨2018年海南
省龙舟精英邀请赛今天在澄迈县中国龙舟活动基
地举行。最终，陵水队发挥出色，包揽了4个项目
的金牌，并赢得了总成绩第一名。

本次比赛吸引了陵水、澄迈、五指山和三亚4
支龙舟队参加，比赛设4个项目，分别为22人标
准龙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赛和12人标准龙
舟100米、200米直道竞速赛。龙舟赛一直是澄
迈县的传统体育比赛，本次比赛旨在全面展示我
省龙舟项目的发展成果，推动我省全民健身运动
的开展，助力龙舟产业的发展。

获得22人100米直道赛前3名的分别是陵
水队、三亚队和五指山队。获得12人100米直
道赛前3名的分别是陵水队、三亚队和五指山
队。陵水队、三亚队和五指山队分别赢得了22
人200米直道赛前3名。获得12人200米直道
赛前3名的分别是陵水队、三亚市队和五指山
队。陵水队、三亚队和五指山队分别名列总成绩
前3名。

陵水龙舟队由该县渔民和农民组成，该队在
去年举行的几次全国大赛中，均进入了前8名，是
我省一支实力强劲的龙舟队。

本次比赛由省政府主办，省文体厅承办。

世界杯今日开幕

新华社莫斯科6月13日电（记
者郑道锦 潘毅）2026年世界杯最终
花落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三国，而第
五次提出申办的非洲国家摩洛哥则
再次失利。

13日在莫斯科会展中心举行的
国际足联第68届大会上，经过现场
有投票资格的203个国际足联会员

协会的投票表决，加、墨、美三国最终
以 134：65 票击败摩洛哥，赢得了
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联合举办
权，其中有1票选择的是两边都不同
意，另有3票无效。

摩洛哥此前曾四次参与世界杯
的申办，但均以失败告终。

摩洛哥申办团队在现场的宣讲

真挚感人，他们突出的是摩洛哥人对
足球运动的巨大热爱、距欧洲很近的
地理位置优势、更亲民的门票价格，
但最终还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失利，未

能进入预备的第二轮程序。
国际足联在全球一共有211个

会员协会，出席今天大会的有210
个代表，其中除了4个申办国不能
投票之外，还有3个与美国存在回
避关系的会员协会没有投票资格，
因此现场有权投票的实际是203个

会员协会。
2026年世界杯将会有48支队

伍参赛，这对主办国将是一个考验，
从赛程设置、交通路线到基础设施，
都存在一定难度。尽管摩洛哥承诺
会大幅投入场馆、公路、机场等基础
设施建设，但还是未能打动足够多的
会员协会。

加拿大墨西哥美国
获2026年世界杯联合主办权

据新华社马德里6月13日电
（报道员谢宇智）世界杯开赛在即，西
班牙国家队却遭遇当头一棒。13日
西足协宣布，解雇刚刚被宣布与皇
马签约三个赛季的主帅洛佩特吉。

西班牙足协主席鲁比亚莱斯
在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的西

班牙国家队驻地召开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这一决定。他说：“我们不
得不解除国家队教练的职务。祝
他好运。西班牙国家队未来所能
取得的成绩也将是得益于他此前
所展开的工作。”

此前不久刚刚与足协续约的

洛佩特吉在一天前突然被宣布将
在世界杯后出任皇家马德里俱乐
部主帅，而西班牙足协此前却没有
收到任何相关信息。鲁比亚莱斯
对此非常不满。

“足协对（洛佩特吉与皇马之
间的）这桩谈判一无所知，直到新

闻出来前5分钟，我接到一两个电
话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一些行
为准则是必须要遵守的。西班牙
国家队是所有西班牙人的队伍，
而世界杯是最重要的赛事。我们
不得不做出某些决定。”鲁比亚莱
斯说。

英国严防足球“流氓”
前往俄罗斯闹事

新华社伦敦6月13日电 英国
内务部13日透露，有关方面已经对
超过1200名足球“流氓”下达出境
禁令，防止他们前往俄罗斯世界杯
闹事。

据透露，此前英国有1312人被
列入禁止观看任何足球比赛的黑名
单，世界杯前警方要求他们上交护
照。距世界杯开赛只有一天时间，
除58人外，其他所有人都已经将护
照上交。

警方透露，他们继续要求剩余
的58人尽快上交护照，以防止他们
前往世界杯搅局。

据估计，英国将有大约1万名球
迷前往俄罗斯观看世界杯。

除了暂时没收护照外，英国警
方还将在主要出境口岸派遣特别执
勤人员，任何可能的闹事者都会被
禁止出境。另外，英国还将派出一
个代表团与俄罗斯警方合作，共同
打击足球流氓。

球迷黄循开：

喜欢足球
永不放弃的精神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陈望）“我是一个疯狂的足球
迷，所以我报名参加海南十大球迷
评选，这样的球迷盛会不能错过。”
琼海球迷黄循开告诉记者，自己之
所以痴迷足球，正是因为足球运动
的永不放弃精神。

黄循开说，自己喜欢看球，源于
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当年他才
10岁，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路过村里
的小卖部，发现很多人聚集在那里
看球，电视里正在直播阿根廷对阵
墨西哥的世界杯比赛，最终阿根廷2
比1战胜墨西哥。“自从看了那场比
赛后，我深深迷恋上足球，更喜欢阿
根廷队。”

“2014年巴西世界杯，为了看
球，我凌晨偷偷跑去教室里看球。”
黄循开回忆道，他是阿根廷队的铁
杆球迷，为了看阿根廷的比赛，他高
中的时候恰好遇到2014年巴西世
界杯，晚上同学们都睡觉了，他独自
一个人悄悄地去教室看球，因为那
时他住校，宿舍没有电视，只有教室
里有。为了不让学校保安发现，他
都不敢开灯看球。

黄循开还透露，他是一个疯狂
的足球迷，为了支持阿根廷队，他还
特意买了阿根廷球服以及有关阿根
廷的足球首饰品。2014年巴西世界
杯，他特意找了几个阿根廷球迷去
酒吧看球，我们身着统一阿根廷球
服，还带几根加油棒，脸上也贴了阿
根廷国旗，感觉自己亲临现场看球
一样。

“我希望海南球迷节办得有趣
一些，比如把支持各个国家球迷分
到一起，大家为各自喜爱的球队加
油助威。”黄循开说，世界杯是球迷
的狂欢节，但每个人都有各自喜欢
的球队，如果能让阿根廷的球迷聚
到一起看球，或者参加球迷节的活
动，那肯定有意思。

北京时间6月14日23：00，2018年
俄罗斯世界杯将盛大开幕，揭幕战由东道
主俄罗斯对阵沙特阿拉伯。虽然俄罗斯
的最新世界排名在沙特之后，但世界排名
并不能完全反映球队的实力，东道主的整
体实力还是强于沙特，有望借助主场之利
取得开门红。

在国际足联6月7日公布的2018年
6月的国家队最新排名中，俄罗斯队降至
第70位，创造了本队的历史新低排名，而
沙特名列第67位，比俄罗斯高3位。值
得一提的是，这两队的世界排名在世界杯
32强中名列最后两位，而俄罗斯队是历

届世界杯东道主中世界排名最低的
一个。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分

量严重不足，不妨视作“垫
场赛“，还有更多好

戏在后头。

俄罗斯的世界排名如此之低，与他们
的东道主身份有不小关系，他们不用打预
选赛，比赛打得少，挣分的机会也就不
多。其实就真实实力而言，俄罗斯要比沙
特高出不少，俄罗斯队参加此次世界杯的
球员总身价为 1.38 亿欧元，沙特仅为
1870万欧元，球员的身价更能反映球队
的实力。

俄罗斯队球员大多在本国联赛效力，
最有潜力的球员可能也就是现效力于莫斯
科中央陆军的戈洛文，其他相对比较知名
的球员则包括了阿金费耶夫等人。俄罗斯
队排名较低，还因为他们在世界杯前的热
身赛中战绩糟糕。不过，热身赛有磨合阵
容、锻炼队伍等目的，对战绩不可太较真。
在最近一场热身赛中，俄罗斯1：1战平实
力不俗的瑞士，看来状态逐渐走高。

沙特队所有球员都来自本土俱乐部，
没有大牌球星压阵，球员总身价

排名32强中倒数第二。沙特队在1994
年的世界杯上，曾取得第12名的历史最好
成绩。不过，在1998、2002和2006年
世界杯上，沙特队9场小组赛一场未胜，其
中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以0：8耻辱性
输给德国。本届世界杯，沙特队看来也难
有作为，能取得一场胜利就值得庆贺了。
在世界杯前的热身赛中，沙特队遭遇三连
败，连续失利可能会对球队带来不小负面
影响。还需要指出的是，沙特全队的平均
身高只有176.2厘米，是本届世界杯
身高最矮的球队，而俄罗斯队平均
身高达到184.1厘米，俄罗斯
的高空球可能会给沙特带
来不小威胁。

■林永成

俄罗斯有望开门红

鹿城7所小学加入中国少儿足球发展计划

“AC米兰校园足球”公益活动三亚启动

洛佩特吉“叛逃”皇马

西班牙国家队临阵解雇主帅

新赛季CBA常规赛
增加至46轮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篮联（北京）体育
有限公司13日公布了2018-2019赛季中国男子
篮球职业联赛（简称“CBA联赛”）常规赛的分组，
本赛季常规赛增加到46轮。

根据《2017-2022赛季CBA联赛竞赛方案》
所设定，20家CBA俱乐部将根据他们在2017-
2018赛季的最终排名，在2018-2019赛季蛇形
排列分成四个小组，每组5支球队。具体的分组
情况为：

第一组：辽宁、深圳、广州、青岛、吉林
第二组：广厦、北京、上海、南京、天津
第三组：广东、新疆、浙江、山西、四川
第四组：山东、江苏、北控、福建、八一
依照相关竞赛方案，2018-2019赛季CBA

联赛常规赛共进行46轮，其中，同组5支球队将
进行主客场四循环较量，不同组之间的球队进行
主客场双循环较量，常规赛最终排名靠前的12支
球队将晋级季后赛。

选手在“可口可乐 有你才队”2018海南媒体
足球联谊赛中拼抢。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揭幕战
前瞻

世界杯
赛事预告
俄罗斯VS沙特

6月14日
（CCTV-5 23：00直播）

德国队在赛前训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