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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3日讯（记者王黎
刚）经过1周的激烈角逐，2018年“我
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海选赛

（海南赛区）2日在海南省足协裕东青
少年足球基地结束。海南红色战车
足球队赢得了分量最重的5人制社

会男子组冠军。
本次比赛设5人制娃娃组、5人

制青少年组、5人制社会男子组、5人
制社会女子组、8人制社会男子组。
除了5人制社会女子组采用单循环
赛之外，其余组别均采用小组循环赛
和淘汰赛进行。

获得这5个组别第一名的球队，
将代表海南参加华南区的比赛。

赢得5人制娃娃组前4名的分别
是琼中男足队、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
队、海口市景山学校队和三亚市第九
小学队。名列5人制青少年组前4名
的分别是海南中海足球俱乐部队、金
盘实验足球队、万宁腾骥足球俱乐部
雅利足球队和海南虎跃足球俱乐
部。获得5人制社会女子组前4名的
分别是琼中女足队、海南双玉足球俱
乐部、海南韦海英足球俱乐部和海口
市第四中学队。获得5人制社会男

子组前4名的分别是海南红色战车
足球队、三亚星月队、海南马可波罗
瓷砖足球俱乐部、海口海港学校队。
获得8人制社会男子组前4名的分别
是海口海港学校队、海南红色战车足
球队、万宁腾骥足球俱乐部雅利足球
队、海口一中足球队。

“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
赛海选赛（海南站）自2015年落户
海南以来，是第 4 次在海口举办。
赛事一开始便吸引海南诸多草根球
队的积极参加。在2016年“我爱足
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总决赛
上，海南红色战车队代表海南省赢
得五人制社会组冠军。该项赛事
对推动海南业余足球的发展起到了
积极作用。

赛事指导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
赛事主办单位为中国足球协会，海南
省足球协会协办。

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海南赛区）结束

5支“草根冠军队”将参加华南区比赛

本报海口9月3日讯（记者王黎
刚）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文体厅获悉，
经过两天激烈的比赛，2018海南国
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秦皇岛站）2日
在华侨城国际旅游度假区结束。海
南风帆航海俱乐部的赵晓霞和马云
龙分别获得女子、男子业余组冠军。

2018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设
有河北秦皇岛站、海南东方站、海南
海口站，秦皇岛作为大奖赛系列赛
的第一站，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赛
事品牌吸引了国内外120余名帆板
爱好者前来。本届赛事首次增设男
子总成绩前八名奖项，选手需完成
所有站点比赛后方可进行排名。不
同组别的精彩比赛为大家展现出帆
板的魅力。

最终，来自天津爱琴海帆船俱
乐部的张殿淳获专业组冠军；青岛
睿航帆板俱乐部的郝美获青少年组
冠军。

据悉，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已
举办5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
业余帆板爱好者参加，已成为受欢迎
的体育旅游赛事之一。经过多年培
育，该赛事不仅具有良好的群众基
础，还增强了赛事品牌的区域认同，
带动举办城市帆船运动的发展。

2018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秦
皇岛站由海南省文化广电出版体育
厅、河北省体育局和秦皇岛市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海南省体育赛事中心、
河北省体育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秦
皇岛市体育局承办。

海南国际旅游岛帆板大奖赛（秦皇岛站）收帆

海南帆友包揽男女业余组冠军

望向东京,中日体坛对决未完结
雅加达亚运会2日闭幕，中国、日本和韩国不出

意外地占据本届赛会奖牌榜前三位。这其中，中国
队与下届奥运会东道主日本队之间的较量尤为引
人关注。

加上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已经连续十届占据金
牌榜首。本届赛会中日较量，有的项目难分高下，
有的项目则因未派主力没能上演最强对决。亚运
会被视为奥运周期内的“中考”，出色的成绩能够增
添备战信心，但中国军团仍需提高警惕，充分认识
到当前在亚洲以及世界体坛面临的诸多挑战。

对决主战场：
泳池平分秋色，羽球互有胜负

碧波泳池，中国与日本选手的
较量贯穿6个比赛日。四年前中国
泳军领先日本 10 枚金牌的优势不
再存在，两队此次各取19金战成平
手。中国队男子选手孙杨、徐嘉余
表现出色，日本队也有“天才少女”
池江璃花子横空出世。中国游泳队
领队程浩认为，中日难分伯仲符合
赛前预期。

身为中国游泳领军人物的孙杨摘
得4金2银，力摘5金的徐嘉余成为

“仰泳之王”。女队方面，刘湘在非主
项50米仰泳上打破世界纪录。

18岁的池江璃花子闪耀泳池，斩
获6金2银，中国选手刘湘和张雨霏
在各自主项与池江的直接对话中均败
下阵来。池江已成为日本队女子项目
叫板强敌的重要砝码，本届亚运会大

红大紫的她更是豪言，自己只发挥了
75%，东京奥运的目标就是站上最高
领奖台。

羽毛球赛场，中国与日本队在
女子项目对决中互有胜负。女团决
赛中国队先赢后输，无缘亚运六连
冠。此后的单项赛国羽两位单打女
将面对日本对手双双失利。不过，
女双陈清晨/贾一凡在连克两对世
界排名更高的日本组合后摘得金
牌，为国羽女线在与日本队的比拼
中提升了信心。

近年来日本队在世界羽坛上升势
头迅猛，四对女双跻身世界前十，女单
山口茜与奥原希望实力强劲，男单则
有今年爆发的新科世界冠军桃田贤
斗。连胜日本组合摘金的“凡尘组合”
表示，目前与日本队还存在一定差距，
对手的整体实力和集团优势更强，技
战术和心理更加成熟。

中国女足在与日本女足决赛中占
尽优势却遭绝杀，两队均有望冲击奥

运金牌。田径男子百米接力这一次日
本队笑到最后，该项目中日两队均有
竞争奥运奖牌的实力。

错过的对决：
体操、乒乓对阵二队胜不足喜

里约奥运会遭遇“滑铁卢”后，中
国体操队在雅加达交出了8金5银5
铜的答卷。

上届亚运会被日本队终结体操男
团十连冠后，中国队又将金牌夺了回
来。但考虑到亚运会之后的世锦赛，
日本队并未派出内村航平在内的多位
高手前来参赛，二线阵容让中国队这
块金牌的含金量打了折扣。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乒乓球赛场。
出于为东京奥运会培养选拔年轻队员
的考虑，国乒此次未招入马龙、丁宁、
刘诗雯等名将，而将一套年轻队员为
主的阵容带到雅加达。作为本奥运周
期内国乒最大劲敌，日本队阵容中也
没有石川佳纯、伊藤美诚、水谷隼等绝
对主力的身影。

本届亚运会乒乓球取消男、女双
打，这与增加混双的东京奥运会设项
完全一致。国乒问鼎两项团体冠军，
三个单项会师决赛，前进之路未遇多
少阻碍。国乒女队四分之一决赛轻松

击败日本后，教练李隼坦言打得有点
“不过瘾”。他说：“运动员的技术和整
体水平没有问题，但大赛中压力非常
大的情况下，年轻队员的底线在哪儿，
这是需要观察的。”

两年期备战：
直面挑战，不丢信心

对于大众关心的东京奥运备战问
题，中国代表团新闻发言人1日表示，
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形势不容乐观。

该发言人说：“本届亚运会中日之
间在游泳、田径、羽毛球、乒乓球、帆
船、摔跤、柔道、空手道、铁人三项、攀
岩等多个项目上进行了直接的对抗，
根据目前成绩来看，日本在体操、帆
船、摔跤、柔道、空手道、棒垒球、滑板、
攀岩等项目上保持了较强的优势，在
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田径、击剑等项
目上进步较快，对我们形成了一定的
威胁，因此我代表团东京奥运会备战
形势依然严峻。”

日本代表团已将东京奥运会目标
设定为30枚金牌，这已经超过中国队
在里约奥运会的金牌总数。新增的棒
垒球和空手道是日本传统优势项目，
但若想在往届最多的16枚金牌基础
上翻倍，日本势必会在其他项目上力
争“分一杯羹”，这便会涉及与中国队
的直接对话。

近年来奥运会“东道主效应”威
力不小，2008年的中国、2012年的英
国和2016年的巴西均在家门口举办
的奥运会上成绩突飞猛进。日本自
然希望借助主场作战的东风，在

2020年跻身金牌榜前三行列，成为
亚洲体坛“霸主”。为此，日本成立了
体育厅，增强政府主导体育的力度，
增加对奥运项目的投入，重视科研和
信息搜集。

雄关漫道，挑战重重。作为这场
对决的“守擂方”，中国应在保持信心
的同时，对近年来日本体育迅速崛起
的势头加以警觉，通过挖掘培养一批
优秀年轻队员，在各支运动队形成良
性竞争氛围。

陈清晨/贾一凡表示，与日本相
比，国羽队员拼劲方面更胜一筹，希
望整个女双组都能起来，形成集团
优势与日本队抗衡。国羽领队张军
承认在技术熟练程度和能力对抗上
与日本存在差距的同时，表示队伍
会潜心苦练，尽快追上，总结和吸
收日本队好的东西和超过中国队
的地方。

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认为，东
京奥运会中国体操队要打翻身仗，焦
点在于中日男子体操之争。“日本队是
老对手。我们要往前冲，也要防着后
面的队伍赶上我们。我们要在强项更
强的同时，恶补短板，使我们在东京奥
运会的竞争力有所提升。”

国乒“00后”组合王楚钦/孙颖莎
混双夺金后说得最多的就是两个字：
信心。

距离东京奥运周期的终极对决还
有不到两年时间，前路充满挑战。仔
细分析雅加达亚运会双方竞争的态势
和细节，将有助于中国军团未来两年
的奥运备战。

（新华社雅加达9月3日电）

18记Ace球驯服黑马

小威进入美网八强
据新华社纽约9月2日电（记者潘毅）上一轮

轻松赢下姐妹对决的美国老将小威廉姆斯2日在
美网女单第四轮的较量中以6：0、4：6、6：3击败爱
沙尼亚选手卡内皮，在其参加的历年美网比赛中连
续第10次杀入八强，且全场比赛小威轰出18记
Ace球，主动进攻得47分，远超对手的22分。

今年36岁、曾六获美网冠军的小威因生孩子
错过了去年的美网。今年的美网，小威顺风顺水，
尽显王者归来之势。今年33岁的卡内皮现世界
排名第44位，是当日出场的8名女单选手中唯一
的非种子选手。她在美网首轮就爆大冷淘汰头号
种子哈勒普，黑马相十足。她赢下小威的第二盘
也是美网开赛以来小威丢掉的第一盘球。

现世界排名第17位的小威在四分之一决赛
的对手是捷克选手普利斯科娃。今年26岁的普
利斯科娃发球出色，正拍爆发力强，属于底线力量
型选手。她曾在2016年的美网半决赛中击败小
威并最终获得亚军，现世界排名第八。

在当日女单16进8的另一场比赛中，卫冕冠
军美国选手斯蒂芬斯以两个6：3轻松击败比利时
选手梅尔滕斯。在赛会其他前七号种子选手都已
出局之际，身为3号种子的斯蒂芬斯无疑是最大
夺冠热门。

另外，在今天的女双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搭
档澳大利亚老将斯托瑟晋级八强。张帅还搭档澳
大利亚选手皮尔斯进入了混双八强。

中国男篮红队载誉归国
主帅李楠给队伍打80分

据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李恒 郑直）在刚
刚结束的2018年亚运会上击败伊朗队勇夺冠军的
中国男篮红队3日载誉回京，在机场受到了热烈的
欢迎。主帅李楠表示，这个夏天的比赛给队伍打
80分，队员们在亚运会上做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真的是很激动，也很兴奋，过程比较难忘。
这是一个年轻球员、年轻球队进步的过程。我希
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人出现，我也希望通
过这种比赛，他们能够去树立信心，能够知道顺利
的球应该怎么赢下来，更要知道困难的球应该怎
么赢下来。”红队主帅李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
个夏天，亚运会打得比较晚，球员在不断地调整，
但是进入亚运会的时候投入了百分之百的努力。

这是中国男篮时隔8年重夺亚运会冠军，队中
的年轻球员打出了气势与担当。多次扮演“救火队
员”角色的阿不都沙拉木说，自己把夏天学到的一
些技术和练的东西展现在了场上，亚运会的表现使
他的自信心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颜值球技“双料在
线”的他表示，感谢球迷对他外貌的喜欢，更希望大
家能对他在球场上的表现有更多的关注。

效力于NBA火箭队的周琦认为自己同样收
获满满。他说：“这一年对我的历练，不管在球队还
是场上都有种不同的感觉，我也希望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帮助球队获胜。感觉我们之前在仁川确实是
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次能把金牌拿回来也很不容
易，对于我们球队和李指导来说都是一种肯定。”

短道速滑队
回归“第一课”
武大靖当选新任队长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3日电 （郑
直 杨琳）中国短道速滑集训队3日
上午在北京首钢冬训中心举行了队
伍赴美集训回归后的首次公开训练
课暨新队长任命仪式。在平昌冬奥
会上为中国代表团夺得唯一一枚金
牌的武大靖正式成为中国短道速滑
队新任队长。

“一支队伍是有灵魂的，一支队伍
的灵魂是需要传承的。”总教练李琰宣
布会议进入下一个环节。队伍举手表
决通过武大靖成为短道队的新任队
长。后者从李琰手中接过队长流动
旗，每个队员将一份叠成小星星的心
愿放在武大靖手中的许愿瓶里。

李琰说：“仪式感非常重要，因为
这是团队的信任，也是武大靖给大家
的承诺。”武大靖也向全队致谢。他
说：“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北京2022年
冬奥会。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梦
想，一起努力，也很感谢队友们，在追
梦的道路上能有你们一起。”

对于自己，武大靖说：“我离伟大
还挺远的，现在也是不断学习，想朝着
这个方向去努力。”被问起“队长有什
么特权”，他笑言：“队长没有特权，特
权就是更累吧。”

仪式过后，短道队进行了公开训
练。据李琰介绍，未来4年中国队都
将保持大集训规模，统一规划，动态管
理，教练与保障团队人数也有扩展。
曾执教加拿大国家队备战2010年温
哥华冬奥会的戴瑞克此次受聘担任男
队执行教练。他表示，自己要帮助队
伍准备如何作为东道主参赛，他对这
次的授旗仪式印象深刻，认为目前的
中国队年轻而富有天赋，武大靖作为
一个榜样的作用非常重要。

李琰说：“在国家队要成为精神
领袖，你的运动成绩首先要拔尖；第
二，要具备包容、大度、责任、担当，你
要有这样的气魄、能量与风度。”她希
望这样的责任能帮助武大靖成长，同
时，也希望短道的队长精神、品质与
凝聚力能够随着流动的队长旗帜在
未来传承下去。

全国引体向上大赛
鄂伦春赛区开赛
潘贵超创造首个全国纪录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3日电“向上吧，中
国！”首届全国全民引体向上大赛3日在内蒙古鄂
伦春自治旗开赛，321名选手参加了男子竞速引体
项目的争夺，最终来自阿里河林业局的潘贵超以25
次获得冠军，同时创造了该项目的首个全国纪录。

竞速引体项目比赛时间为两分钟，比赛规则
是，正手握杠，上升时下巴过杠，下沉时双臂伸直，
规定时间内完成次数多的选手获胜。获得冠军的
潘贵超说：“真没想到在家门口还能参加国家级的
比赛，我平时有健身的习惯，现在派上了用场，非
常兴奋。”

鄂伦春赛区预赛是本届大赛的首场比赛，位
于莫日根广场的比赛现场有数千人观战。

本次比赛也是2018中国（内蒙古大兴安岭）
森林旅游节的前奏，接下来还将进行自行车、马拉
松、攀岩和射弩比赛。

根据组委会的安排，第二场测试赛将于9月
15日、16日在济宁太白湖景区举行。10月至11
月，预赛将在海南、湖北、山西、福建、广东、河北、
陕西等省区全面展开。

5人制娃娃组球员在比赛中。

帆板比赛现场。

孙杨将是中国游泳队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夺金
主力队员。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