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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六届亚
洲沙滩运动会2020年11月底将在三
亚开幕，这是海南第一次举办该项运
动会。其实，海南选手在11年前亚沙
会一创办，就开始了和亚沙会的“亲密
接触”。海南大学木球队代表国家队
参加了4届亚沙会，最好成绩曾获得过
女子团体亚军。

2008年，亚洲沙滩运动会创办，第
一届比赛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
行。中国代表团派出了运动员109名，
参加10个大项中的33个小项的比赛。
当时，海南沙滩排球队成绩不错，在国
内沙排巡回赛上多次进入前4名，最
终，海南队的沙滩排球男子组合马京
荣/钟时波入选了国家队，参加首届亚
沙会。

钟时波和马京荣组合小组赛首场
比赛2比0轻取尼泊尔的巴汉达瑞和
马加，次战又战胜了一对选手，进入了
16强赛。可惜的是，在八分之一决赛
中，他俩没能再进一步，被淘汰出局。

“尽管过去11年，参加亚沙会的经历
还历历在目，这毕竟是我代表国家队
出战，当时没能进前8名，我俩赛后遗

憾了很长时间。”马京荣说。
2014年，第4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在泰国普吉岛开赛，海南男子沙排选
手杨聪和女子沙排选手林美媚分别入
选了国家队，参加本次运动会。当时，
身高1.87米的林美媚只有17岁，她来
自排球之乡文昌，是国内女子沙排界
的新星。2013年，她入选了国家女子沙
排队，多次参加国内外的沙排巡回赛。
林美媚的身体条件不错，球感较好。在
那次比赛中，林美媚和唐宁雅搭档，进入
了8强。遗憾的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负于东道主泰国队，无缘4强。

在亚沙会中，为海南体育人争得
更多荣誉的是海南大学木球队。从
2010年第二届亚沙会开始，海南大学
木球队代表国家队连续参加了4届亚
沙会，是亚沙会上不折不扣的“老兵”，
共获得了1银6铜的好成绩，

海南大学木球队1999年成立，是
国内最早开展木球运动的学校。2001
年，木球项目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定为正式推广项目。此
后，国家体育总局每年都要举办几次
全国性木球赛。由于开展得早，玩的

学生多，又得到了高水平教练的点拨，
海南大学木球队很快成为了国内最强
的球队。

第二届亚洲沙滩运动会2010年12
月初在阿曼举行，海南大学队获得了杆
数赛女子团体第三，男子团体第四。在

2012年第三届亚沙会和2014年第四
届亚沙会上，海南大学队均获得了杆数
赛男团和女团第三名。2016年第五届
亚洲沙滩运动会在越南岘港举行，海南
大学队获得球道赛女子团体第二名和
球道赛女双第三名。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将于2020年11月底在三亚
开幕，本报今天开始推出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
会”专栏。我们将持续关注
三亚亚沙会的筹备情况，
介绍亚沙会项目，中国队
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队备
战动态，回顾海南选手参
加亚沙会的经历，普及沙
滩运动常识，敬请关注。

海南体育健儿参加了5届亚沙会
获得了1银6铜的好成绩

据新华社深圳9月1日电 2019
年篮球世界杯小组赛G组的首轮较
量于1日进行，一度领先多达16分
的多米尼加队在末节被约旦队追平
比分，所幸最后时刻他们依靠稳定的
罚篮守住了领先，以80：76战胜约旦
队。赛后，多米尼加队主帅内斯特·
加西亚表示，坚持团队篮球是球队获
胜的法宝。

加西亚说：“我们有4名球员得分
超过10分，还有2名球员得到9分，这
足以说明我们打的是团队篮球。”

加西亚表示，尽管对手追上了比
分，但主要是依靠一两名球员得分，

“而我们的团队篮球更有胜算”。如他
所说，约旦队的得分主要集中在中锋
阿尔德瓦里和归化球员塔克身上，他
们分别得到34分和24分。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一场必
须要赢下的比赛，中国男篮的小伙子
们没在家门口掉链子，拿下科特迪瓦
队取得“开门红”。赢球的喜悦之余，
中国队也让大家看到了球队的成长。

看看目前这支中国男篮的队伍

名单，其实有不少球员从未登上过世
界杯或者奥运会这样的大舞台，再加
上这次又是本土作战，紧张和有压力
是正常的。上半场大家明显身体发
紧，进攻打得不流畅只得到29分，根
本不是球队的真实水平。

经过半场的调整，第三节派出
“三控卫”改变了比赛的走势，更重要
的是有经验的队员及时站了出来，郭
艾伦用突破重新串联起球队的进攻，
易建联在内线稳如定海神针，帮助其
他人卸下包袱，打出了自身的特点。

能从“逆风球”中重新找回自我，
在世界大赛中是非常关键的，球队没
有这种调整能力，是不可能走远的，
从今天中国队的调整能力看，说明这
支球队在不断地进步。

中国队另一方面的成长，体现在

情绪的控制上。第四节面对一些不
利于我们的吹罚，作为东道主，中国
队的球员们始终在情绪上控制得很
好，没有因为情绪波动自乱阵脚、给
对手翻盘的机会，这是成熟队伍该有
的表现，要点赞。

首战告捷 从两方面看中国队成长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省公益电影巡映启动
本报讯（记者卫小林）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用电影展示我国各项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由海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联合椰树集团共同举
办的优秀国产影片公益电影巡回展映活动日前在
全省启动。

据介绍，此次巡映活动从8月28日开始，至
12月31日结束。巡映范围为全省19个市县，主
要放映地点在各地基层的各村镇。参加展映的影
片包括《我爱我的祖国》《长征》《眉公河行动》《战
狼2》《铁人王进喜》《焦裕录》《地雷战》《上甘岭》
《红色娘子军》等优秀国产影片，总共放映公益电
影20O场。

省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成立4年来，积极主动
作为，利用自身优势，为我省群众开展了多次公益
电影巡回放映活动，如“职工拒毒”公益电影全省
巡映、全省安全主题公益电影巡映、优秀国产影片
展映等，还在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设立了我
省首批优秀国产影片推广基地，为海南公益电影
事业作出了有益尝试。

海南首届皮划艇
横渡琼州海峡挑战赛举行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王黎刚 郭萃）9月
1日上午，“升级消费 乐享海洋”——“碧桂园中
央半岛杯”海南首届皮划艇横渡琼州海峡挑战赛
在海口举行。

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余位皮划艇
运动专业选手和业余爱好者报名，经过组委会甄
选，最终有21位选手参赛，其中不乏全国各知名
海洋运动俱乐部的创始人及屡获海上项目奖项的
专业选手。

比赛于上午8时许开始，最终，来自江苏常州的
王巍洪于12时33分第一个在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
排尾角青安湾成功登岸，来自澳门的罗强成为第二
位成功登岸的选手。来自江苏无锡的选手姜文华
说：“海口比想象中的更加美丽，这次带家人来参加
挑战赛很有意义，以后要常来海南度假。”来自上海
的选手马皓东说：“这次横渡琼州海峡活动在皮划艇
圈内受到大家广泛关注，将来我们还会带更多的皮
划艇爱好者来海南参加更多皮划艇赛事活动。”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本届挑战赛分挑战赛、
嗨翻夜海口两部分，赛事也是“海口乐购嘉年华”
系列活动之一，旨在积极探索海口商业、旅游、文
体融合发展，为海南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贸
港建设助力。

第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
将于12月31日启幕

本报三亚9月1日电 （记者徐慧玲）近日，
ISY3.0 第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在上海举行官方新
闻发布会。据悉，第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将于2019
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1日在三亚举行，将与
全球的乐迷在鼓点与电音韵律中跨年迎新。

在舞台设计方面，第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的
主舞台区域将进行全面整改升级。曾是迈克尔·
杰克逊、MTV、格莱美的舞台设计师 Tom
McPhillips，此次加盟三亚国际音乐节，将把古
代神话与未来科技突破结合，在视觉设计上带给
乐迷更震撼的现场效果。

同时，为营造跨年的喜悦氛围，此次的艺人秀
演绎还将分解为艺人演出秀、跨年秀、换场秀等多
种形式，由荷兰团队Two Fifty K执导，将根据
每位艺人的演出风格，结合声光电特效及烟火，打
造独一无二的艺人演出现场。

迎合跨年氛围的烟火秀环节，将由花火剧团
打造，并结合日本手工礼花弹和湖南浏阳花炮工
艺，并以鹿人族故事结合山、海、天的宏大背景为
创作思路，加以更长的燃放时长，为现场观众呈现
独特的烟花秀盛宴。本次烟花秀还将通过烟花
logo、图形等方式进行创新演绎。

中民文化首席执行官白穆迪介绍：“电子音乐
注重的是沉浸式的音乐体验。我们将通过‘艺人秀
演绎+沉浸式舞台打造+大型烟火秀’的方式，把第
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打造成为最佳现场音乐节，把
ISY打造成一个庆祝生活、青春的盛事。”目前主办
方公布了首批各具风格的优秀DJ阵容。

据悉，第三届三亚国际音乐节将于9月3日
11时开始售票，由ISY官方APP、猫眼票务及网
易云音乐平台同步发售。

全国残运会暨特奥会落幕
海南队获得75枚奖牌

本报海口9月1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杨
帆）9月1日，全国第十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
在天津落幕，海南选派100余名运动员参与15个
项目的角逐，在多个项目中斩获佳绩，共获得奖牌
75枚，包括21金27银27铜。其中，获残运奖牌4
金7银7铜，获特奥奖牌15金19银17铜，获群体
赛奖牌2金1银3铜，取得海南历届残运会和特奥
会的最好成绩。

据新华社上海9月1日电 在1
日进行的2019年篮球世界杯E组首
战中，土耳其队86：67战胜日本队。
土耳其队主教练乌夫克·萨里卡认
为，首战都很难，因此首胜非常关键，
未来的两场比赛要一场场去拼。

萨里卡说，日本队很不错，但我
们首节表现很好，尤其是防守，我们
表现很强硬，因此逐渐掌控了比赛。

效力于NBA雄鹿队的伊利亚
索瓦本场砍下全场最高的17分9个
篮板，首节就投中两个三分球。萨
里卡称赞说：“伊利亚索瓦在NBA
征战多年，的确是一名悍将。不过，
这场比赛全队都表现很棒。”

效力于NBA骑士队的土耳其
小前锋奥斯曼本场贡献12分。他
说：“我们今天做得很好。我们团队

防守非常好，没有让对手轻易得分，
我认为这是取胜的关键。”

首战对阵日本，身高马大的土耳
其队占尽优势，共砍下43个篮板球，
远高于日本的27个。但对于接下来
的对手美国队和捷克队，萨里卡不敢
轻敌：“美国队很难缠，是世界杯的夺
冠大热门，捷克队也不容易对付，但
比赛就是要一场场去拼。”

土耳其主帅：首战胜日本很关键

据新华社武汉9月1日电 虽然
在本届篮球世界杯B组首轮小组赛
中77：82不敌俄罗斯队，但是尼日利
亚队队长迪奥古1日表示，尼日利亚
队仍有晋级16强的机会。

“我们当然还有晋级前16名的
机会。打比赛就是为了赢球，我们每
场都要拼尽全力争取胜利。想要晋
级，我们知道要在小组赛中赢得两场
比赛，没有谁给我们压力。”

1日，土耳其队以86∶67战胜日本队。图为土耳其球员科尔克马兹（右二）在比赛中带球上篮。 新华社发

多米尼加队主帅：

团队篮球使我们获胜

尼日利亚队长：

我们仍有机会晋级16强

《三亚亚沙会总体工作计划》编制工作完成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六届亚

洲沙滩运动会定于2020年11月28
日至12月6日在三亚市举行，这是海
南省第一次承办的洲际级体育盛会。

海南日报记者获悉，本届亚沙会
组委会设立综合办公室和工作委员会
两个内设机构。其中，综合办公室设
在海南省旅文厅；工作委员会设在三
亚市人民政府，下设办公室、竞赛部等
部门以及三亚市海棠区、吉阳区、天涯
区等赛区委员会。

今年3月，三亚启动了亚沙村、媒
体中心、亚沙公园、海上运动中心等
竞赛场地和功能区规划，7月初完成
了修订编制及各竞赛场馆效果图，下
一步将邀请专家团队到三亚对海洋
和沙滩的具体位置再次进行摸排，科

学合理布局各项目的具体位置。组
委会完成《三亚亚沙会总体工作计
划》的编制工作，共列出亚沙会筹办
事项216项，截至2019年7月应启动
任务76项，目前已完成22项，正在进
行46项，筹备启动8项。

三亚市把项目设置和场馆布局
作为亚沙会筹办的基础。遵循亚奥
理事会“控制规模、突出特色、节俭精
彩”的办赛原则、统筹考虑各项目的
受众基础和办赛条件的要求。

根据大项设置，三亚市积极推进
场馆布局选址规划建设，按各赛事项
目不同需求综合考虑赛区拟选位置
的服务配套、赛事基础、交通、场地设
施，把竞赛项目场馆分别布局在三亚
湾、大东海和海棠湾。

亚洲沙滩运动会简称亚沙会，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沙滩综合性

运动会，由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成员国轮流主办，每两年举办

一届，从2020年起每四年举办一届。

2008年开始举办第1届，截至2016年共举办了5届，前5届

举办地分别是巴厘岛、马斯喀特、山东海阳、普吉岛和岘港。国际

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亚洲沙滩运动会为正式的亚洲地区沙滩运

动会。

项目设置：水上运动（公开水域游泳和沙滩水球）、沙滩田径、

3x3沙滩篮球、沙滩手球、沙滩卡巴迪、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沙滩

木球、沙铁两项（游泳和跑步）、龙舟、动力滑翔伞、航行（帆船、帆

板、风筝冲浪）、攀岩、冲浪、沙滩摔跤、摩托艇。

开栏的话 链接

亚洲沙滩运动会

赛事预告（2日）

科特迪瓦VS委内瑞拉
（16：00）

阿根廷VS尼日利亚
（16：30）
波兰VS中国
（20：00）

俄罗斯VS韩国
（20：30）

海南沙排选手林美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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