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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三亚亚洲沙滩运动会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2020
年11月28日在三亚开幕，“假如能
在家门口代表国家队参加三亚亚沙
会，是件很开心的事。”海南女子沙
排队队员林美媚说。

三亚亚沙会设沙滩排球、沙滩
足球、沙滩木球和航行（帆船、帆板、
冲浪）等多个项目。沙排、木球、帆
船、帆板、冲浪这些项目海南均成立
了专业队，并且水平不低。来自文
昌的林美媚目前正在国家队集训，
备战东京奥运会沙排预选赛。林美
媚是我省近两年冒出的沙排新星。

“我参加过青运会、全运会和世锦

赛，也参加过上届亚沙会，明年在三
亚举行的亚沙会，我真的很期待，希
望能保持好竞技状态，入选国家队
参加三亚亚沙会。”林美媚说。海南
沙排队的谢虹是U19国青队队员，
她是我省女子沙排队的优秀青年选
手，也具备了入选国家队参加亚沙会
的资格。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二青
会和全国青年U19沙滩排球锦标赛
总决赛中，海南沙排选手谢虹/韦超
寒均收获了亚军。谢虹说：“很希望
能穿上国字号队服，出现在三亚亚沙
会的赛场上，为中国，为海南争光。”

三亚亚沙会第一次将冲浪项目
列为比赛项目，这对海南队是个利
好。海南冲浪队实力雄厚，2017

年，海南冲浪队成立，经过两年的发
展，海南冲浪队进步较快。在全国二
青会冲浪比赛中，海南冲浪队共获得
了7枚金牌。“海南冲浪队目前共有
50多名选手，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
的11岁。大家得知三亚亚沙会新增
冲浪项目后，都跃跃欲试，训练热情
高涨。”海南冲浪队教练说。

从2010年第二届亚沙会开始，
海南大学木球队球员连续入选国家
队，参加了3届亚沙会，和其他队友
联手取得了1银6铜的好成绩。面
对明年在三亚举行的亚沙会，海大
木球队一名队员兴奋地说，终于有
机会在家门口举办的亚沙会上展示
一下木球技术了。目前，国内除了

海南大学木球队实力雄厚外，还有
浙江宁波城市学院队和浙江宁波工
程学院队。海南大学木球队球员首
先要在选拔赛上取得好成绩。

前几届亚沙会一直设有帆船帆板
项目，但遗憾的是我省选手没能参
加。目前，海南队选手毕焜刚获得了
东京奥运会男子帆板RS：X级项目的
入场券。三亚亚沙会在东京奥运会结
束之后举行，毕焜的教练李锋说：“如
果亚沙会帆板比赛有选拔赛，毕焜一
定全力以赴参加。毕焜已经参加过
亚运会、亚锦赛、世界杯，还将参加奥
运会，他就缺亚沙会的参赛经历。我
希望他能参加三亚亚沙会，并在家门
口夺金。”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沙滩木球比赛近似高尔夫与
门球。木球的球具包括球、球杆、
球门，球由原木制成，为圆形球
体，直径为 9.5 厘米±0.2 厘米。木
球 场 设 有 12 个 球 道 ，总 长 度 共
500 米以上，球道宽度以 3 米-10

米为限，12 个球道可以连成一片，
也可分散布局。在正规比赛时，
运动员必须完成第一至第十二个
（或其倍数）球道后，计算总杆数
多少判定比赛胜负。

木球运动起源于中国台湾，创

始人名叫翁明辉。目前，世界上已
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木球
协会，在东南亚尤其盛行。1999
年，木球运动获得亚奥理事会的正
式承认。同年，亚洲木球总会、欧
洲木球联盟及国际木球总会相继

成立，标志了木球运动真正融入世
界，揭开了新纪元。2001 年，木球
运动被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
育指导中心定为正式推广运动项
目，全面带动了我国木球运动的开
展和普及。

亚沙会将首次在家门口举行——

海南竞技体育人准备好了

■ 本报记者 王黎刚 通讯员 何颖

2019 海南文昌沙滩排球邀请
赛、沙滩排球体验营等海南亲水季系
列活动在8月火热上演，掀起海南沙
滩运动热潮。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
会2020年在三亚举行，这是海南首
次承办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沙滩
运动已成为海南的时尚运动。

自2017年首届海南亲水运动季
开展以来，文昌已连续三年在高隆
湾、淇水湾举办沙滩排球邀请赛和沙
滩排球体验营活动，直接参与人数累
计数万人以上。

文昌市体育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文昌市体育管理局计划将海
南亲水运动季和国家沙滩排球文昌
体育训练基地相融合，推出更多具
有趣味性和创意性的沙滩活动，将
沙滩排球运动遍布文昌各个海岸

线，向当地市民普及沙滩排球、培养
青少年对沙滩排球的兴趣，弘扬文
昌排球文化。

业内专家指出，海南目前正大力
发展沙滩运动，借助海南亲水运动季
的开展，文昌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岸
线沙滩资源，以及排球文化浓厚、游
客候鸟人群众多等优势，打造沙滩运
动品牌赛事活动，推动沙滩运动和旅
游休闲产业的融合发展，为国际旅游
消费中心建设献力。

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将于
2020年 11月 28日在三亚市开幕。

“三亚承办此次亚沙会主要得益于它

的区域和环境优势、充沛的沙滩资源
以及城市知名度。”海南师范大学体
育旅游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夏敏慧表
示，沙滩运动以旅游休闲为主，三亚
作为休闲度假之都，两者相结合必将
擦出火花。

“趁热打铁，正在火候上。”夏敏
慧说。海南亲水运动季充分利用亚
沙会的热度8月推出了以“欢动沙
滩”为主题的系列沙滩活动。2019
海南文昌沙滩排球邀请赛、海南沙滩
足球挑战赛等赛事活动陆续在我省
沿海城市逐一上演，与三亚亚沙会筹
办相呼应。

“亲水运动季打造的系列沙滩运
动是三亚亚沙会前期一个很好的热
身。”夏敏慧说道，“沙滩运动是亚沙
会的形式之一，海南亲水运动季要利
用这个契机把沙滩运动、全民健身和
体育旅游相融合，让游客市民在海南
不仅享受阳光、沙滩，还可以进行滑
沙等趣味运动，再者进一步了解海南
沙雕等海洋文化，将沙滩运动形成产
业链，这样才能和旅游市场形成有机
的结合。”

近年来，海南亲水运动季充分发
挥海口假日海滩、三亚海棠湾、陵水
清水湾、万宁日月湾、文昌高隆湾等

优质海洋和沙滩资源，因地制宜打造
当地特色沙滩运动。“海南沙滩运动
存在碎片化发展的问题，但这些碎片
就像珍珠一样，我们要拿一根线将他
们串起来，打造海南沙滩特色嘉年
华。”夏敏慧说。

海南亲水运动季是海南开展水
上运动和沙滩运动的主阵地，历经三
年发展已形成规模，并持续扩大。夏
敏慧说，海南亲水运动季还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可以联手相关企业，面向
大众、因地制宜开展具有海南特色的
沙滩运动。

（本报海口9月6日讯）

澄迈检察院《老树》
获“十大微电影”奖

本报金江9月6日电（记者李佳飞 通讯员
李月云）海南日报记者今天从澄迈县检察院获悉，
第四届平安中国“三微”比赛暨“我和政法70年”
短视频征集获奖作品揭晓，澄迈县检察院微电影
《老树》获得“十大微电影”奖。

微电影《老树》取材于澄迈县检察院办理的打
击伪“共享农庄”真实案例，展现了公益诉讼制度
在基层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执法智慧，揭示了公
益诉讼职能在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利益方面
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展示了基层检察官的执
法为民、公正办案的良好形象。

据悉，此次平安中国“三微”大赛共收到中央
政法各部门、各地政法部门报送的近万部作品，经
过多轮选拔推荐及第三方专业机构评审，最终从
中央政法各单位、各地政法委推荐的604部作品
中评选出210个作品奖、60个单项奖，其中微电
影获奖作品110部、微视频获奖作品70部、微动
漫获奖作品30部。

关注篮球世界杯

据新华社广州 9月 6日电 篮
球世界杯排位赛M组比赛 6日在
广州上演。尼日利亚队凭借犀利
的快攻以83：66战胜科特迪瓦队，
带着两连胜的气势准备迎战中国
男篮。

纵观本场比赛，尼日利亚队的
快攻战术是取胜的关键。本场砍下
19分的科特迪瓦队球员汤普森表
示，球队有15次失误，对手很好地
利用这些机会打出了快攻。尼日利

亚队球员奥科吉赛后表示，会在接
下来的比赛中延续这种策略。这一
番表态，无疑也对中国队的备战提
出了要求，需要防范对手的快攻得
分能力。

虽然无缘16强，但赢下这一场
胜利后，尼日利亚队仍有机会进军东
京奥运会，全队上下也毫不掩饰这种
渴望。尼日利亚队主帅恩沃拉表示，
期待下一场与中国队的比赛，球队将
全力以赴。

与全民健身和体育旅游相融合

海南沙滩运动产业化大有可为

亚沙会项目介绍·沙滩木球

海南青少年游泳嘉年华
延期至9月21日

本报讯 9月5日，记者从海南青少年游泳嘉
年华组委会获悉，2019海南亲水运动季海南青少
年游泳嘉年华活动原定于9月7日—9月8日在
海口市海南工商学院游泳池举办。因受今年14
号台风“剑鱼”的影响，原定的比赛场地不能满足
比赛的正常举办，经讨论研究，为使赛事安全有序
进行，比赛时间更改为9月21日—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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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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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举重队
公布世锦赛名单
为东京奥运会“全面演练”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中国举重队6日
公布了参加泰国世锦赛的运动员名单，此次中国
队放弃了非奥运会级别和男子最大级别，利用
20人的满员参赛资格全面出击13个奥运会竞
赛级别，力求通过世锦赛对明年的东京奥运会进
行全方位演练。

在9月中下旬开幕的世锦赛上，中国队将派
出男队10人、女队10人参加男子6个级别、女子
7个级别的比赛。中国队倾尽主力、阵容豪华，由
吕小军、石智勇、邓薇和孟苏平共四位奥运会冠军
领衔，队中的谌利军、田涛、杨哲和侯志慧等运动
员也都经验丰富、曾在世界大赛中摘金夺银。

根据国际举重联合会规定，各协会最多派出
男子4人、女子4人参加奥运会，并且每个级别只
能一人参加。东京奥运会将是中国队近几届奥运
会以来首次无法使用“双保险”战术去争金夺银。
男队主教练于杰表示，男队将从本次参赛的6个
级别中选4个级别参加东京奥运会。他说：“奥运
会不再有‘双保险’一说，参赛的运动员更要保证
成功率和稳定性。这次世锦赛我们在4个级别上
派出‘双保险’，就是希望在队内形成互相促进的
良性竞争，从而保证成绩稳定性，为明年东京奥运
会打下坚实基础。”

9月5日，在2019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
赛中，加拿大选手安德烈埃斯库以2：0战胜瑞士
选手本契奇，晋级决赛。

在另一场半决赛中，美国名将小威以2：0轻
取乌克兰斯维托丽娜，进入决赛。图为安德烈埃
斯库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发

美网半决赛结束

安德烈埃斯库将和小威争冠

沙滩木球比赛近似高尔夫与门球。

据新华社广州9月6日电（记者夏
亮 荆淮侨 王浩明）篮球世界杯17-32
名排位赛M组首轮6日在广州迎来焦
点战，无缘16强的中国队和老对手韩国
队一直缠斗至比赛最后一刻。凭借终场
前的两次关键得分，中国队最终77:73
惊险获胜完成自我救赎。

终场前1分 07秒，郭艾伦突破上
篮，中国队72:71反超比分。随后易建
联在防守中完成关键抢断，郭艾伦在终
场前39秒命中大心脏三分，中国队75:
71领先。终场前19.7秒，在罗健儿两
罚一中后，韩国队抢到篮板却出现失
误，方硕拿球后助攻赵继伟上篮得手，
中国队77:72领先。此时留给韩国队
的时间只有4秒，中国队最终77:73惊
险获胜。

全场比赛，中国队板凳球员得到43
分，利用对手失误拿到26分。上场只拿
到1分的郭艾伦本场比赛完成救赎，拿
到队内并列最高的16分，此外还有5次
助攻。小组赛表现低迷的周琦也拿到
13分14个篮板2次抢断2个盖帽并当

选最佳球员，而赛前表示要放下压力打
好比赛的赵睿拿到16分，易建联得到8
分9个篮板2个盖帽。

亚洲球队集体无缘16强，也让直
通东京奥运会的名额竞争变得扑朔迷
离。伊朗队战胜安哥拉队后，排位赛取
得两连胜的可能性非常大。中国队要
想在排名上压过伊朗队，与韩国队这场
比赛不容有失，因为下场比赛中国队还
将对阵拥有现役NBA球员阿米奴的尼
日利亚队。

韩国队虽然在小组赛第一阶段三战
皆负，但球队的归化球员罗健儿表现十
分出色。前三场比赛，罗健儿场均贡献
22.7分、12个篮板，在本届篮球世界杯
得分榜、篮板榜上分别排名第二位和第
一位。

下场比赛，中国队将对阵同样为奥
运会资格而战的尼日利亚队。中国队
若是能够取胜，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
格。如果中国队失利，伊朗队和菲律宾
队对阵的结果将决定最终奥运会资格
的归属。

据新华社广州9月6日电 赛后，
中国男篮主帅李楠表示，赢球提振了
球队的信心，让球队从输球的低落中
走出，接下来将全力去拼下一场。

“球队之前经历了太多，最主要的
问题是进攻端没有找到节奏。”李楠总
结比赛时说，失掉与委内瑞拉队的比
赛，对球队信心打击很大，需要一场胜
利把球队的劲头提起来。

虽然赛前许多人认为，赢下韩国是
顺理成章的事，但直到最后时刻，球队

才在郭艾伦的关键三分命中后确立了
胜局。“20多年来，我们打过很多场和韩
国比分更接近的比赛。”李楠认为，尽管
比分接近，重要的是赢下了比赛。

本场，除了赵睿的稳定发挥，任骏
飞等球员也加入轮换当中，在这些板
凳球员的分担下，中国队有了更多的
选择空间。“他们表现得都不错，球队
需要轮转和得分的时候，他们做出了
贡献，并表现出攻守两端的平衡，这是
我们最需要的。”李楠说。

对主教练的表扬，赵睿对自己的
表现更多是反思。他表示，今天打得
很坚决，但应该更冷静，不应犯被罚出
场的错误。当球队需要有人站出来
时，不能因为自己的错误让球队受到
影响。

8日，中国队将与小组最后一个
对手尼日利亚队相遇。李楠表示，目
前球队亟须解决的是从之前失利的阴
影中走出。接下来会正常备战，全力
去拼下一场和尼日利亚队的比赛。

中国队险胜韩国队赢得生死战
九
月
六
日
，中
国
队
球
员
方
硕
（
左
）
在
与
韩
国
队
的
比
赛
中
传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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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期待与中国对决
男篮主帅李楠：

将全力去拼尼日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