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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举行安全专题文艺演出
进农村宣传安全生产和禁毒知识

本报海口9月2日讯（记者卫小林）9月1日
晚，海口市安全生产暨禁毒宣传教育“七进”之进农
村专题文艺演出，在该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居文化
公园举行，17个文艺节目和有奖知识问答互动环
节，为当地群众带去安全生产和禁毒等相关知识。

演出通过精彩的歌舞、小品以及当地村民喜
爱的琼剧、有奖知识问答互动等形式展开，表演节
目包括歌曲《安全之歌》、禁毒题材小品《用爱拯
救》、琼剧戏歌《禁毒》、街舞《舞动青春》、杂技《力
量组合》、舞蹈《丽人欢歌》等。在热闹的有奖知识
问答互动环节，主办方就安全生产、禁毒、脱贫攻
坚目标等进行提问，现场群众积极抢答。在安全
演练环节，海南科教防火减灾训练基地教官李飞
南现场为群众讲解了灭火器、防毒面具、应急锤的
使用方法。整个专题文艺演出在歌伴舞《春天中
国》中落幕，活动持续近两个小时。

据介绍，本次专题文艺演出是继8月27日举
行首场安全生产“七进”之走进咸东村活动之后的
第二场专题文艺演出，旨在深入宣传“防风险、除
隐患、遏事故”的安全生产意识。

本次活动由海口市应急管理局主办，海口市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承办。

本报讯 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海
南青少年游泳嘉年华活动将于9月7
日至8日在海口举行，届时将举办小
学生游泳训练营、亲子游泳趣味运动
赛等系列活动。该活动报名于8月
27日启动，喜欢游泳的市民欢迎踊跃
报名参加。

据介绍，为了结合海南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海南
四面环海的热带滨海岛屿自然生态
优势，加快体育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打造体育教育示范区。同时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生游泳的普及，调动青
少年游泳积极性，减少学生溺水事
件的发生，特举办“海南青少年游泳
嘉年华”活动。

“海南青少年游泳嘉年华”活动主
要内容分为中小学生安全游泳知识讲
座、线上游泳安全知识有奖问答、小学
生游泳训练营、亲子游泳趣味运动赛
等四大板块。

中小学生安全游泳知识讲座邀请
游泳教练对中小学生进行游泳安全方
面的知识讲座，让同学们正确认识游

泳并了解游泳。线上游泳安全知识有
奖问答结合“中小学生安全游泳知识
讲座”开展关于游泳安全的线上有奖
知识问答，调动中小学生的积极性，并
让未能参与讲座的同学，了解和掌握
安全游泳的小知识，参与渠道通过活
动H5进行答题。

小学生游泳训练营邀请省知名游
泳教练对小学生进行实际指导教学，
同时通过与小朋友的水下互动，让小
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学习游泳，最后将
与有游泳池的小区共同开展游泳培训

课，让游泳训练走进小区，让更多的人
学会游泳。

亲子游泳趣味运动赛则是亲子
比赛，小朋友坐在游泳圈里，大人身
上捆着线，拉着游泳圈负重前行进
行比赛。一等奖得主获得学习机一
台，二等奖得主获得儿童电话手表
一部，三等奖得主获得新华书店购
书卡一张。

此次活动向社会招募游泳爱好者
及青少年参加，而亲子游泳趣味运动
赛以家庭为参与人群，计划招募100

组家庭参加。还在等什么，赶紧报名
参加吧！据悉，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旅
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海口市人民政
府主办，南海网承办。 （南海网）

海南青少年游泳嘉年华报名启动
四大板块内容等你来参加

（扫描二维码
网上报名）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今年60多岁的海南大学体育部教
授肖水平作为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国
家队参加了2010年在阿曼马斯喀特举
行的第二届亚沙会。“海南大学木球队
代表国家队参赛，在那届比赛中，我们

女队获得了团体季军。”肖水平说。
阿曼亚沙会首次把木球列为参赛

项目，海南大学木球队能代表国家队出
征亚沙会经历了“过五关斩六将”。在
几次全国选拔比赛中，海大木球队成绩
不俗，最终海南大学木球队4男4女代
表国家队参赛。赛前的兴奋剂检测，让

海大木球队的业余球手们吃了不少苦
头。肖水平说，2010年11月初的一天
早晨，他被同事电话叫醒，随后和参赛
的队员们一起来到海大体育部办公室，
接受国家体育总局兴奋剂检测中心工
作人员的检测。“工作员人让我们小便，
但我们一起床就小便了，大家憋了一个

多小时，每个人喝了好几瓶矿泉水才尿
出来。”后来，为了预防“误服”兴奋剂，
工作人员要求海大木球队8名选手赛
前一个月不能吃猪肉，牛羊肉也要尽可
能的少吃。“赛前那一个月，我们真的猪
牛羊肉一点都没有吃。”肖水平说。

12月的阿曼还是很热，7天的比

赛中每天都艳阳高照。肖水平回忆
说，比赛全都在海滩上进行，马斯喀特
市濒临阿拉伯海，海水湛蓝，沙子细
软，真是个办沙滩运动会的好地方。
可惜的是，马斯喀特市民看上去对亚
沙会不太感兴趣，大部分项目观众都
不捧场，只有沙滩足球、排球和手球比
赛时围观的人多一些。

作为运动员，当时50多岁的肖水
平是那次比赛年龄最大的选手，肖水平
说：“上场打了一局，由于平时练得少，
成绩很一般，差点拖了队里的后腿。”

（本报海口9月2日讯）

为兴奋剂检测喝了好几瓶水
——海大木球队肖水平参加亚沙会的故事

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第六届亚
洲沙滩运动会明年11月底将在三亚开
幕，从该运动会2008年创办开始，中
国队就没有缺席过这项亚洲体育盛
会。其中，在山东烟台海阳举行的第
三届亚沙会上，东道主中国队获得了
14枚金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参加的5届比赛
中，唯一一次占据金牌榜和奖牌榜首。

亚洲沙滩运动会与亚洲运动会、

亚洲冬季运动会、亚洲室内运动会和
亚洲青年运动会并列为亚洲五大综
合性体育赛事，是亚洲规模最大、
档次最高、影响最广的沙滩综合
性体育盛会，迄今为止已举办5
届。第一届亚沙会于2008年10
月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队只

参加了17个竞赛项目中的10个大
项。中国代表团开赛后一直未能夺
金，直到比赛结束前两天，连夺6金，最
终以6金10银7铜的战绩，位居东道
主印尼队（23金）和泰国队（10金）之
后，排在奖牌榜第3位。

第二届于2010年12月在阿曼首
都马斯喀特举行。来自亚奥理事会
43个成员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名运
动员参加了14个大项52个小项的争
夺。最终，中国队以12金6银5铜列
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二。泰国队以15
金10银11铜的成绩高居金牌榜和奖
牌榜榜首。

第三届比赛2012年6月11日至

22日在中国山东省海阳市举行，中国
代表队获得14枚金牌，居金牌榜和奖
牌榜首位。海阳亚沙会共进行了13
个大项、49个小项的比赛，45个参赛
国家和地区的1601名参赛运动员，有
10个国家和地区获得金牌，有23个
国家和地区获得奖牌。

第四届亚沙会2014年11月14日
至23日在泰国普吉岛举行。来自亚洲
42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运动员参
加26个大项、167个小项的比赛。中国
队派出了196名运动员参加。东道主泰
国以56枚金牌高居金牌榜榜首。中国
队共夺得16金11银21铜，位列第二。

第五届亚洲沙滩运动会 2016年
10月2日在越南中部的岘港市结束，
中国队共获得12金18银19铜，位列
金牌榜第三位。东道主越南队以52
金44银43铜位居首位，泰国队名列
第二。共有来自亚洲43个国家和地
区的近240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
团派出了155名运动员参赛。

5届亚沙会金牌榜之争各领风骚
中国代表团占据一次榜首位置

王蔷闯入美网女单八强
创个人大满贯最佳战绩

据新华社纽约9月1日电（记者王集旻）在1
日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中，赛会18号种
子、中国“金花”王蔷发挥出色，直落两盘以6：2、
6：4完胜2号种子、澳大利亚人巴蒂，职业生涯首
次闯进大满贯赛事女单八强，八强战将挑战美国
名将小威廉姆斯。

上一轮王蔷挺进女单16强已经创造个人大
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本轮击败强敌再次刷新个人
最佳，让王蔷越来越自信，她表示自己“每一场都
有进步”。当被问及是否已经具备同世界顶尖高
手一较高下的实力时，王蔷平静地表示，“可以，我
一直相信我可以”。

王蔷此前和巴蒂的两次交手均以失败告终，
而且一盘胜利都没有拿到。这次在美网再度相
逢，王蔷稳扎稳打，完全主导了比赛。贵为新科法
网冠军，巴蒂只在首盘开局阶段发挥正常，而随着
比赛推进，王蔷稳定的发挥让巴蒂逐渐失去耐心，
失误不断增多。

“这场比赛做得最好的地方就是心理很强大，
执行了我们赛前的战术计划。赢完比赛那一刻，感
觉自己做到了，我非常开心，现在已经很平静了，没
有太多情绪起伏，我会继续努力。”王蔷赛后说。

巴蒂赛后也表示输得心服口服。“她总能把球打
到让我非常难受的地方。我也有些机会，不过关键时
刻我发挥太糟糕了，王蔷比我打得更好。”巴蒂说。

展望同小威的对决，王蔷非常谦虚。“能交手
就很好，挺希望能和小威打比赛。能和这么优秀
的运动员交手，不管结果怎么样，都会非常开心。”

9月2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广州天河
体育中心集训，备战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
赛亚洲区40强赛。中国队将于9月10日在马累
客场挑战马尔代夫队。

图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球员艾克森（右
一）、李可（右二）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国足集结广州备战世预赛

梁小静百米达标奥运
中国女子接力创亚洲历史第二佳绩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韦骅 吴俊
宽）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当地时间1日在柏林举
行的2019国际田联世界挑战赛中，中国选手梁小
静在女子100米跑出11秒13的个人最好成绩，
成功达标东京奥运。同时中国女子接力队获得亚
军，并创造亚洲历史第二好成绩。

在女子100米A组决赛中，韦永丽和梁小静
分别在4道和8道登场。梁小静以11秒13第三
个撞线，在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成功达标东
京奥运。韦永丽以11秒26排名第七位，波兰选
手斯沃博达获得冠军，成绩为11秒07。

至此，2020东京奥运会女子百米项目，中国
田径队已有韦永丽、葛曼棋、梁小静三人达标。

在女子4×100米接力中，中国队派出梁小静、
韦永丽、孔令微、葛曼棋的阵容出战。中国队延续了
之前的出色发挥，以42秒31第二个冲过终点。

亚沙会上的沙足赛。

赛事预告（3日）
塞内加尔VS澳大利亚（15：30）

新西兰VS黑山（16：00）
希腊VS巴西（20：00）

土耳其VS美国（20：30）
(以上比赛CCTV-5和CCTV-5+直播）

昨日战报
塞尔维亚126：67菲律宾

韩国73：87俄罗斯
意大利92：61安哥拉

委内瑞拉87：71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81：94阿根廷

突尼斯79：67伊朗
波多黎各63：73西班牙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两次
关键时刻的边线发球失误，让中国男
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2日进行的
篮球世界杯争夺小组头名的关键战役
中，中国队76：79加时赛不敌波兰队。

输球意味着，中国队必须在最后
一轮小组赛击败战绩同为一胜一负的
委内瑞拉队才能晋级16强。委内瑞
拉队当天87：71大胜科特迪瓦队，后
者两连败提前出局。

“比赛打得比较艰苦，加时赛输了
令人遗憾，球员表现得很拼，我们也不
愿看到这个结果，但我觉得我们整体
今天表现得还是不错的。”中国队主帅
李楠说。

易建联依旧是中国队的头号得分
手，砍下24分和8个篮板，王哲林和周
琦各得10分。波兰队波尼特卡得到全
场最高的25分，斯特劳贡献了22分。

此役中国男篮的输球方式令人沮
丧，第四节还剩7.2秒和加时赛还剩
10.8秒时，中国队出现两次致命的边线
发球失误，尤其是第一次，当时中国队
领先1分，明显是更可能赢球的一方。
罚球不准也是中国队的一大败因，全场
33罚21中的成绩显然不及格。

中国队和波兰队在首轮小组赛均
击败了各自对手，因此本场比赛的胜
者几乎可以提前锁定小组第一，为第
二阶段的比赛争取一个有利的位置。
两队此前在世界大赛中从未交过手，
从世界排名上看，波兰队（25名）要优
于中国队（30名）。

中国男篮开局令人惊喜，三分球
火力全开，易建联、周琦和郭艾伦相继
命中三分后以15：9领先，此后赵继伟
引领一波进攻高潮将优势扩大至10
分。首节结束，中国队以25：15领先，

三分球6中4。第二节，波兰队则越打
越顺不断缩小分差，斯劳特连得4分
后波兰队以36：35反超，随后波尼特
卡打三分得手，中国队半场过后35：
39落后。

周琦、易建联内线连续得分为中
国队第三节开了个好头，然而就在局
面有所好转时，郭艾伦被罚下让中国
队再次陷入被动。斯劳特两记三分助
波兰以55：48领先。危急时刻中国队
加强突破，连续造成对方犯规，凭借罚
球在本节结束后将比分追至54：57。

双方末节初段陷入肉搏战。易建
联在还剩1分30秒时的三分命中一
度建立5分领先优势，但斯劳特立刻
还以颜色。带着两分的领先，中国队
在最后一分钟和对手展开罚球的比

拼，不料最后7.2秒周琦发边线球失
误，波兰队落后1分获得两次足以拿
下胜利的罚球。但波尼特卡两罚一
中，72平，比赛进入加时赛。

5分钟的加时赛，两队体能都已
进入瓶颈期，罚球成了主要得分手
段。终场前56秒，波兰队76：73
领先，孙铭徽底角三分命中将中
国队从悬崖边拉回，
但波兰队库利格上
篮得分再度领先两
分。全场期盼中国队能
再次上演绝地反击，可
惜赵继伟罚球5秒超时
违例，胜负天平倒向对
手，波兰队再未浪费机
会，拿下胜利。

失误葬胜局 中国男篮憾负波兰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记者
林德韧 肖世尧）在2日结束的一场
2019年篮球世界杯小组赛中，与中
国男篮同在A组的委内瑞拉队以
87：71大胜科特迪瓦队。谈到即将
在最后一场面对中国队，委内瑞拉
队将帅表示，对手的高度将是需要
解决的问题。

本场拿下31分和7次助攻的委
内瑞拉队控球后卫古里恩特说：“很
明显，中国队有着非常出色的身高，
而我们队则是本届世界杯平均身高

最矮的队伍之一。下一场比赛我们
必须执行好教练的战术，在场上不
能犯错误。”

委内瑞拉队主教练杜罗说：“他
们有着非常好的身高条件，所以在篮
板球上将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不能
让他们打出自己的节奏。现在中国
队的阵容中有很多青年才俊，我曾经
见过他们的一些老队员，我们会关注
他们的比赛，然后做好计划。”

中国队与委内瑞拉队的比赛将
于4日进行。

委内瑞拉队将帅展望中委之战

中国队的身高是巨大优势

九
月
二
日
，中
国
队
球
员
王
哲
林

（
上
）
在
比
赛
中
拼
抢
。

新
华
社
发

亚沙会上的藤球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