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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省运会

扫一扫海南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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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田径队规模较小，上一个
全运周期，只设女子短跑、女子七项
全能和男子链球等项目。进入新的
全运会周期后，海南田径队根据实
际情况，对项目进行了调整，取消了
男子链球，新增加了跨跳项目。此

外，短跑组也首次招收男队员。“海
南人身手灵敏、爆发力好，短跨跳项
目相对有优势，此次项目调整，是充
分发挥海南特长和优势的举措。”童
永和说，“跨跳项目刚成立，出成绩
还需要时间。而从长远来看，此次

项目调整是很有必要的。”
省田径队教练表示，在此次省运

会赛场特别突出的苗子虽然不太多，
但海南田径如今处于向上走的形势，
未来值得期待。“本届省运会共有18
个市县800多名运动员参赛，几乎所

有市县都组队参赛了，说明田径在我
省的开展普及程度还是不错的。如
果各市县能进一步提升训练水平，不
愁没有人才冒出。”童永和说。

本报记者 林永成
（本报文城8月16日电）

海南田径：全运会又有“冲牌点”
省运会田径比赛8月16日在文昌落幕。本次比赛参赛队员大多数为年轻选手，是我省田径后备力量的一次大检阅。省田径

队队员基本上按原籍代表市县队参赛，为各自市县队争金夺牌。省队教练也出现在赛场，为省运会服务的同时，也考察观摩比赛，
寻找好苗子。谈起我省田径的竞技成绩，他们对这些年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流露出遗憾和无奈，同时对未来又充满信心和希望。

田径曾是海南竞技体育
在全国比赛中争金夺牌的重
点项目之一，王海兰、刘福
祥、陈约琴等名将曾多次在
全国性比赛甚至洲际赛事中
摘金夺银。全运会是影响最
大、竞技水平最高的国内赛
事，我省田径队在九运会和
十运会连续有奖牌进账，在
九运会上，王海兰夺得女子
七项全能银牌，刘福祥夺男
子链球银牌，陈约琴在100米
女子飞人大战中获得铜牌；
十运会，刘福祥又夺银牌，王
海兰也收获一枚铜牌。王海
兰和陈约琴是土生土长的海
南人，刘福祥于上世纪九十
年代初，从黑龙江队加盟海
南队。

但这几位名将退役后，我
省田径后备力量跟不上，人
才断档战绩下滑，十一运会
至十三运会，连续三届全运
会没有奖牌进账。“优秀苗子
有时候可遇不可求，曾经一
度，我省市县业余体校田径
人才匮乏，好苗子难寻。”海
南田径队七项全能主教练代
美说，“而人才的培养需要一
个过程，拿七项全能来说，一
个小孩进队后要练五六年才
能基本打磨成型。因此，我
们一度出现人才断档战绩下
滑的窘境。”

这种窘境如今有了打破的迹
象。在去年的十三运会中，我省田
径队虽然依然没有奖牌进账，但距
奖牌并不遥远。在女子七项全能比
赛中，王慧琼获得第四名与奖牌擦
肩而过，小将周晶晶以1分之差名
列第九；在女子4×400米比赛中，
薛亚农与福建和重庆选手组成闽琼
渝联队，获得第五名。

目前在清华大学就读研究生的
定安小伙江亨南，在清华田径队教
练“中国飞人”张培萌的悉心指导

下，今年迎来竞技成绩的大爆发，他
在雅加达亚运会选拔赛中，跑出10
秒22的个人历史最好成绩一举夺
冠，并入选亚运会集训队。此外，他
今年还在全国田径大奖赛等比赛中
多次进入前三名。江亨南认为：“我
目前100米的实力，在国内可排第
三第四位。”

江亨南今年只有23岁，还有很
大的提升空间，下届全运会，完全有
冲击奖牌的可能。“上届全运会，我
因为积分不够没能参赛。下届全运

会，我将力争为海南夺取奖牌。”江
亨南说。

女子七项全能也是海南田径在
下届全运会中有望冲击奖牌的项
目。来自三亚的王慧琼今年27岁，
下届全运会还会出战，她将努力弥
补上届全运会与奖牌擦肩而过的遗
憾。代美教练更看好的是今年年仅
20岁的陵水姑娘周晶晶。周晶晶身
高1米78，速度、爆发力、力量等各
项素质很全面，是练七项全能的好
苗子。“她跟着我练才五年多，有如

今的成绩，算进步很快了。她还在
不断进步中，下一个全运会周期，或
许会带来更大惊喜。”

另一名20岁的陵水姑娘薛亚
农也是颇有潜力的选手，她主攻
400米和200米，近年来进步很快。

“她进队时还没什么技术基础，”海
南田径队短跑主教练童永和说，“如
今400米成绩能跑出54秒50，曾夺
得全国锦标赛第五名。如果训练得
法，成绩还会有较大提升，全运会冲
击奖牌并非奢望。”

已连续三届全运会
无奖牌进账

下届全运会两三个项目有望冲奖牌

充分发挥特长 调整项目设置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经过6个
比赛日的比拼，海南省第五届运动会
田径比赛8月16日在文昌落幕。三
亚队夺得44枚金牌84枚奖牌，获得
成年组和少年女子组总成绩第一。
海口队夺得31枚金牌82枚奖牌，获
得少年男子组总成绩第一。本次比
赛共有9人13次创10项省纪录。

本次比赛于11日开赛，共有18

个市县862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分
为少年组和成年组，少年组又分为
甲、乙、丙三个组别。设有100米、
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跳
远、跳高、铅球、链球、标枪、男子
110米栏、女子100米栏、全能、铁

饼、4×100米接力、4×400米接力
以及 400 米栏等 17个竞赛项目。
产生金牌共172枚。

三亚队夺得44金29银11铜共
84枚奖牌，海口队获得31金23银
28铜共82枚奖牌。进入前八名的

选手均获得积分，第一名记9分，第
二名至第八名从7分至1分递减。
计算总分，获得成年组总成绩前三
名的队伍为：三亚队（212分）、海口
队（137分）、陵水队（118分）；少年
男子组总成绩前三名为：海口队

（438分）、儋州队（246分）、三亚队
（232分）；少年女子组总成绩前三
名为：三亚队（438分）、海口队（316
分）、乐东队（289分）。海口、五指
山、乐东、保亭、琼中、文昌、定安等7
支队伍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

据统计，在6个比赛日的比拼
中，共有9人 13次刷新10项省纪
录。白沙队小将唐以达表现抢眼，
在男子丙组400米栏、400米、100
米栏三个项目的预赛和决赛中，先
后5次打破省纪录。

省运会田径比赛落幕

三亚队夺44枚金牌

省运会女子100米决赛。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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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8月16日晚，在雅加达亚运会男足比赛C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
U23男足以3：0战胜叙利亚队，取得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第40分钟，韦世豪
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2分钟，张玉宁远程吊射世界波破门。第66分钟，陈彬彬
远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3：0。图为张玉宁（右）在比赛中射门。 新华社发

亚运会男足小组赛

中国队3：0击败叙利亚
两连胜提前出线

保亭嬉水节现场。 记者 袁琛 摄

本报保城8月16日电（记者贾
磊 通讯员黄立明）七仙岭下嬉水欢
歌，保城河畔万民同乐。8月 16日
晚，以“源远流长”为主题的2018年海
南七仙温泉嬉水节大型民族歌舞晚会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七仙广
场拉开帷幕。

当晚8时，“源远流长——2018
年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大型民族歌舞
晚会”精彩上演，据介绍，此次精心打
磨的晚会精彩连连，晚会将分为4幕
进行演出。

“这台晚会将凸显黎苗风情，彰显
时代风采，歌赋人文精神，展示生态发
展的书写；通篇力求返璞归真，呈现山

水之间美丽生活、淳朴民族风情的唯美
表达。”保亭文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晚会现场，从体现水润自然成
的女子舞蹈《水韵》，到黎族丰收歌谣
的热烈、激情，再到国家非遗项目黎族
竹木器乐创新编创的《竹木传情》。由
此，通过这样一种讲述的串联，从而将
黎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民族民间
舞蹈、民族歌谣等进行生动的景象描
绘、形象的细致描述。

“过瘾，好看，还想看！”当晚10时
左右，在演出现场，保亭市民陈星表
示，一年一度的嬉水节晚会，是一场民
族文化融合的饕餮盛宴。

据介绍，此次嬉水节，以“源远流

长”为主题，通过虚实结合、情景设置、
人物设置等呈现形式和手段，致力打
造出三大情景呈现（即情动天下的盛
大景象、歌动天下的唯美画卷、乐动天
下的浪漫色彩）。

晚会将保亭黎族、苗族的多元文
化、历史情脉、民族元素、生态发展和美
丽中国新时代的发展定位统一融汇结
合，力争打造一台“天地人、精气神”俱
佳的文艺演出，主办方希望把“海南七
仙温泉嬉水节”17年的文化品牌，在第
18个年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给这
座绿色生态、青春蓬勃的小城刻上专
属的年轮和记忆，使得嬉水节更富有
新时代的气息和民族魅力。

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大型民族歌舞晚会保亭上演

源远流长，唱出保亭新时代

据新华社雅加达8月16日电（记
者夏亮 马邦杰 苏斌）中国代表团16
日上午在印尼雅加达亚运村举行了升
旗仪式，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体育总
局局长苟仲文率队参加了升旗仪式，
并与亚运村村长交换了礼物。

升旗仪式后，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刘

国永说，雅加达亚运会作为中国代表团
备战东京奥运会的一次“中考”，目标就
是要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对于谁将担任开幕式上中国代
表团旗手的问题，刘国永先是卖了一
个关子，给出“跆拳道”的提示，紧接
着又透露：“我们希望赵帅能够扛起

亚运会入场的旗帜来。”
赵帅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

得男子58公斤级金牌，这也是中国
男子跆拳道奥运历史上的首枚金牌。

本届亚运会将于8月18日开幕，
中国代表团将参加其中38个大项、
376个小项的比赛。

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
赵帅将担任开幕式旗手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6 日电
（记者韦骅 王梦）中国短跑名将谢
震业16日通过个人微博宣布，自己
因伤将错过即将开幕的雅加达亚
运会。

16日下午，谢震业在微博中写
道：“昨天脚踝的复查结果不怎么理
想，经过长时间的研讨，最终出于长

远考虑，决定这次亚运会不去了。”
据了解，谢震业是在钻石联赛伦

敦站的比赛中受伤的。谢震业的缺
席，对于参加亚运会的中国田径队来
说是个不小的损失。

据新华社雅加达 8月 16 日电
（记者张泽伟 严蕾）记者16日从中
国排协获悉，中国女排主攻手张常宁

因伤将缺席雅加达亚运会。
据了解，此前在宁波北仑进行

的中国女排集训中，张常宁的膝盖
出现了伤情。经过队里慎重研究，
考虑到亚运会之后不久还有世锦
赛的比赛任务，决定张常宁留在国
内进行康复性训练，不随队参加本
次亚运会。

谢震业、张常宁因伤退出亚运会

中国小篮球（华南）大区训练营广州开营

6支海南球队参与角逐
本报讯（记者林永成）2018中国小篮球（华

南）大区训练营8月16日在广州体育学院亚运馆
开营，来自全国6个省市地区的37支队伍近310
余名运动员参赛，6支海南球队参与角逐。

小篮球是一项使用小型篮球的儿童体育活
动。小篮球用球比成年人用球要小和轻，篮框比成
年人所用的要低，球场也更小。这些都是根据儿童
人小、手小、力弱的特点，便于他们进行活动以形成
正确的投篮、传接球及运球技术动作而设计的。

由中国篮协主办的中国小篮球联赛今年首次
推出，今年可以说是小篮球元年。本次联赛分为
省级赛（预赛、决赛）和大区赛进行，共分为东北、
华北、西北、华东、华南、西南6个大赛区。经过激
烈角逐，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湖北、深圳和厦门
6个省市地区的37支队伍约310余名运动员突出
重围，成功跻身中国小篮球联赛华南大区训练营，
开启了他们的小篮球训练营之旅。

海南共有景山分校老虎6队、新盈篮球训练
营、启航追梦、腾飞篮球C队、景山分校老虎7队、
马里奥U12一队共6支队伍，获得参加华南大区
训练营活动的资格。训练营采取比赛和训练交流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海南的6支球队将参加U10
男子组、U10混合组和U12男子组的角逐。据
悉，小篮球联赛在海南一经推广便受到了广大篮
球青少年爱好者的欢迎，中国小篮球联赛海南赛
区比赛，吸引了700余名小球员参与。

NBA球星“魔兽”霍华德
下月初来海口
到观澜湖参加NBA篮球训练中心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NBA球星、“魔兽”德
怀特·霍华德将于9月2日至4日到访海口观澜
湖，参加NBA篮球训练中心的活动。

NBA篮球训练中心是观澜湖集团于2017年
与NBA中国达成长期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出资、
深度合作。此外，观澜湖集团与NBA中国计划将
国际一流的体育训练资源引入海口，通过训练进一
步提高海南青少年篮球运动水平，推动海南篮球运
动的发展，为海南培养篮球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目前NBA训练中心已经举办过冬令营和夏
令营。在冬令营方面，共有6岁至12岁、13岁至
18岁两个年龄段共112名青少年报名参加，7位
由NBA认证的经验丰富的外籍和中方篮球教练
亲自执教，将正统的NBA篮球训练方法和训练体
系教授给小学员们。在夏令营方面，NBA丹佛掘
金队现役球星加里·哈里斯亲自指导学员，共有
120名小学员接受为期10天的NBA篮球培训。
本届夏令营的另一大亮点是为不同篮球基础的孩
子设置了适合自身提高的课程。

大致坡琼剧文化节
唱段及折子戏决赛举行

本报海口8月16日讯（记者叶媛媛）“扬帆
新海南 琼韵展新颜”2018第三届大致坡琼剧文
化节暨海口市第九届琼剧唱段大赛、折子戏大赛
总决赛16日开赛，34组表演为琼剧迷们送上了
一份份琼剧“大餐”。最终4名选手分获唱段大赛
成年组、青年组及折子戏大赛一等奖。

早上九点半，海口市第九届琼剧唱段大赛决
赛在海口广播电视台首先开赛，唱段大赛分为青
少组和成年组，此次参加比赛的选手中最小的年
仅7岁，再次刷新了参赛选手的年龄记录。

此次进入唱段大赛总决赛的青少组选手中，
有两名来自琼山中学。琼山中学音乐老师蒙钟植
表示，自海口开展“琼剧进校园”活动后，该校共有
三十多名学生开始学习琼剧，琼剧课堂的开展，一
方面培养了学生们不同的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
也将优秀的琼剧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为海南琼
剧文化注入新鲜血液。

作为本次大致坡琼剧文化节新增加的环节，
琼剧折子戏大赛一经推出就吸引了不少参赛选手
报名，经过两轮比赛，最终8组选手进入决赛。经
过上、下午的激烈角逐，最终选手周云获唱段大赛
成年组一等奖，吴颖轩获唱段大赛青年组一等奖，
吴银珠和林明珠合作的梁祝《楼台会》获折子戏大
赛一等奖。

据悉，本届大致坡琼剧文化节将持续至12
月，期间将持续为广大琼剧爱好者展示形式多样、
题材各异的精品琼剧演出，同时琼剧摄影、微视频
大赛、琼剧大赛等丰富多彩活动也将贯穿本届大
致坡琼剧文化节全程。

北京时间8月16日凌晨，在爱沙尼亚塔林
举行的2018年欧洲超级杯足球赛中，马德里竞
技队通过加时赛，以4：2战胜皇家马德里队，夺得
冠军。图为马竞队长戈丁（中）在颁奖仪式上高举
奖杯。 新华社发

马竞夺欧洲超级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