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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体育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 胡拥军）6
月 26 日，记者从克利伯帆船赛组委会
获 悉 ，2017-18 赛 季 克 利 伯 环 球 帆 船
赛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大使船
员于 6 月 23 日先后抵达克利伯帆船
赛英国培训基地戈斯波特（Gosport），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赛前培训。作为
赛程长达 11 个月的克利伯环球帆船
赛一项重要内容，本次赛前培训至关
重要。

大使船员抵达前，三亚·新奇世界
半山半岛号组委会成员——海南省帆

船运动协会和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代
表专程来到克利伯环球帆船赛位于戈
斯波特的办公室，与罗宾爵士及克利
伯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专题会议。
双方就大使船员英国培训项目、媒体
船员工作安排、进入赛期后的赛队运
营保障以及如何最大程度整合资源来
宣传推广三亚等具体事务进行了细
致、务实的交流，对双方后续工作的默
契配合梳理出了行之有效的沟通机
制。罗宾爵士在会议结束时说：“三亚
对克利伯工作的重视和对合作执行细

节的极致钻研超乎我们想象，令人倍
感尊敬。我相信三亚与克利伯的首次
合作一定会达到 2+2>5 的成果！”（ps：
英国人的俗语，等同于中国人常说的
1+1>2）

会谈后，罗宾爵士亲自掌舵，带领
三亚号组委会人员近距离观赏前不久
刚刚下水的三亚号赛船海上训练赛，
据悉这是罗宾爵士首次邀请重要嘉宾
登上自己新买的爱船。

23 日比赛的起航中，三亚号在船
长 Wendy 的带领下，率先冲出起航线，

一路领先驶出了朴茨茅斯港。惊艳的
表现一度让罗宾爵士忍不住称赞三亚
号船长经验之丰富。船员 Marco 和辛
玥表示，第一天船上的简短培训颇为
重要，可以学到不少新东西。

作为培训的第一阶段，训练内容
并没有很复杂，主要为船上活动时注
意 事 项 、安 全 救 生 和 船 只 操 作 的 学
习。据悉，到英国参加的大师船员要
经过 4 周的艰苦训练，进入第四周后，
所有船员会登上比赛用船进行训练，
同时进行模拟比赛。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记者从海南
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有限公司获
悉，日前，海帆赛代表团一行来到英国
伦敦，造访英国皇家远洋帆船竞赛俱
乐部（RORC），受到 RORC 首席执行
官 Eddie 亲切接待，双方就世界航海领
域共同关心的话题以及 RORC 与海
帆赛的深入合作展开了充分交流与探
讨。

会谈中，海帆赛总经理陈晓华介
绍，与悠久的航海历史文明相比，中国
现代帆船运动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但发展速度日新月异。海帆赛的创办

与发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航海运动起
步的标志性赛事。从创办之初的 10
几艘船参赛，到第八届赛事的 60 多艘
参赛，见证了中国帆船运动近年来的
快速发展。加之中国政府的 9 个部委
联合出台国家级《水上运动产业发展
规划》，助推中国帆船运动产业步入高
速发展的全新时代。海帆赛与 RORC
的会晤，无疑将成为双方发展的又一
重要机遇和历史性时刻。

RORC 首席 执 行 官 Eddie 对 海 帆
赛一行的到访深感荣幸，称赞海帆赛
是一项以专业和环岛特色著称的离

岸帆船赛事，被媒体盛赞为“中国第
一离岸赛”，并获得过“亚洲最佳帆船
赛”荣誉，足见海帆赛在中国乃至亚
洲的巨大影响力。与此同时，海帆赛
主办港半山半岛帆船港也给其留下
了深刻印象，这不仅是因为帆船港世
界级的完备设施，更是帆船港“不可
思议”的建设速度，当我们花费几年
时间讨论半山半岛帆船港会建成怎样
的时候，这个港口仅用一年的时间便
已完工运行，中国人的执行力是无与
伦比的。

Eddie 对海帆赛的航线特色、尤其

是未来发展规划表达了浓厚兴趣，并
就此话题同与会人员展开了富有建设
性的讨论。Eddie 非常希望海帆赛与
RORC 能够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这样
一来，RORC 的全球会员可以有更多
机会来到中国、来到世界著名的度假
胜地三亚，更方便地参加海帆赛、体验
美妙的热带帆船之旅。

据 悉 ，RORC 全 称 Royal Ocean
Raing Club，成立于 1925 年，旗下办有
Fastnet Race（法斯奈特帆船赛）、Ad-
miral‘s Cup（海军上将杯）和 Commo-
dores’Cup（会长杯）等著名离岸赛。

2017-18赛季克利伯环球帆船赛

三亚号大使船员抵英投入训练

海帆赛代表团拜会RORC首席执行官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瑜”悦
身心，“伽”倍美丽。6 月 24 日，由三
亚市文体局指导，三亚市瑜伽协会
主办的 2017“国际瑜伽日”三亚站在
亚龙湾喜来登酒店举行。来自全市
的 200 多名瑜伽爱好者参加。

当天下午，亚龙湾海边凉风习
习，瑜伽爱好者齐聚一堂，聚精会神
跟随瑜伽资深老师贝琪进行练习。
贝琪老师讲述瑜伽的练习要点，练
习瑜伽对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她的

带领下，瑜伽爱好者们拉伸、舒展、
收气，运用自如。200 多名瑜伽选手
舒展自如、柔美温润的身姿也成为
亚龙湾海边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练习之前，三亚学院瑜伽团队、
澜瑜伽会所团队以及善悦瑜伽团队
的专业团队共同为现场的瑜伽爱好
者带来高难度的瑜伽展示，赢得大
家的阵阵掌声。

据本次活动主办方介绍，瑜伽
赋予人们的，不单单只是身体的稳

定、心智的清晰和内在的喜悦，更让
人感恩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希望
通过这次活动，将瑜伽感恩、健康的
理念传达给大众，希望更多的人了
解瑜伽，喜欢瑜伽，参与到瑜伽练习
中来。

据了解，随着三亚全民健身运
动的不断推进，三亚的瑜伽产业也
迅速发展起来。短短三年时间，三
亚市从事瑜伽事业、练习瑜伽的人
已有上千人。

2017“国际瑜伽日”三亚站在亚龙湾举行

瑜伽爱好者婀娜身姿成靓丽风景线

新华社柏林6月25日电“瑞士天王”费
德勒 25 日在德国哈雷举行的 2017 年格里韦
伯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中击败德国小将亚·
兹维列夫，第九次夺得该赛事冠军。

头号种子费德勒此前一路高歌猛进，几
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闯进决赛。对阵去年
曾在该赛事半决赛中淘汰自己的亚·兹维列
夫时，世界排名第五的瑞士人以 6：1 和 6：3
轻松获胜，以未丢一盘的成绩夺冠。

哈雷也是费德勒夺冠次数最多的地方，
他还曾七夺温网冠军，7 次在辛辛那提、巴塞
尔和迪拜捧起冠军奖杯。

35 岁的费德勒赛后说：“能再次在这里夺
冠感觉非常棒，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在这里夺
得下一个冠军，因此我要好好享受这一刻。”

男双决赛中，赛会头号种子、波兰人库波
特和巴西人梅洛战胜兹维列夫兄弟夺得冠军。

格里韦伯网球公开赛
费德勒第九次夺冠

新华社伦敦6月25日电 作为温网之前
的一项重要热身赛，伯明翰网球赛 25 日落下
帷幕。捷克选手科维托娃在女单决赛中 2：1
逆转取胜巴蒂，收获伤愈复出后的首个冠
军。女双决赛中，中国的张帅与詹皓晴经三
盘苦战告负，获得亚军。

现年 27 岁的科维托娃当日以 4：6、6：3
和 6：2 逆转战胜了澳大利亚选手巴蒂。赛后
她表示享受在草场比赛的感觉，并暗示自己
希望在即将开打的温网中有所斩获。

“这次比赛感觉非常棒，但我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我对目前从伤病中恢复的过程非
常满意。”科维托娃说。

去年 12 月科维托娃在布拉格的家中被
一名持刀男子袭击，导致其持拍手左手手指
受伤，不得不休养 5 个月的时间。上月的法
网是捷克人复出参加的首项比赛，不过她在
第二轮即遭淘汰。此次伯明翰网球赛是她
复出后的第二项赛事。

单打决赛中失利的巴蒂在女双决赛中和
澳大利亚同胞德拉夸搭档，以 6：1、2：6 和
10：8 击败张帅／詹皓晴的“海峡组合”。

伯明翰网球赛
科维托娃女单夺冠
张帅女双获亚军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6日电（记者姬烨）
随着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上周末落幕，世界
羽联的最高级别巡回赛——超级系列赛全年
12 站赛事（不包括年终总决赛）已赛程过半，
今年丢掉苏迪曼杯的中国羽毛球队虽然失去
了垄断优势，但仍以 8 冠领跑前 6 站冠军榜，而
日本和印度也逐渐在世界羽坛站稳脚跟。

在国羽夺下的 8 个超级系列赛单项冠军
中，混双年轻组合鲁恺／黄雅琼（3 次夺冠）
和郑思维／陈清晨（2 次夺冠）联手贡献 5 个
冠军，男单名将林丹、男双新秀李俊慧／刘雨
辰和女双小将陈清晨／贾一凡也各得一冠，而
女单则在老将淡出或伤退的情况下失去优势，
前 6 站超级系列赛无人夺冠，甚至直到上周的
澳大利亚公开赛，才由小将孙瑜打破国羽女
单在今年前 5 站无人闯入半决赛的尴尬。

作为东京奥运会的东道主，日本队在 6
站超级系列赛总共摘得 6 冠，紧随国羽位居
次席。在上周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他们还成
为本赛季首支在一站超级系列赛独得 3 冠的
队伍，而在女单（2 冠）和女双（3 冠）也显出强
劲实力。

印度和印度尼西亚队分别获得 4 冠，其
中印度男单选手斯里坎特在近两站超级系列
赛——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公开赛中均摘
得男单冠军，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还击败国羽
男单奥运冠军谌龙夺冠，这位 24 岁的小将不
容忽视。而他的队友普拉尼斯也夺得新加坡
公开赛冠军，印度男单夺得了近 3 站超级系
列赛冠军，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老牌劲旅印度尼西亚虽然在不久前的苏
迪曼杯比赛中未能小组出线，但他们底蕴犹
存，特别是男双项目，在前 6 站摘得 3 冠。

女单“一姐”戴资颖在 3 站超级系列赛中
收获冠军，中国台北队也与丹麦队一样总共获
得 3 个冠军。韩国和马来西亚队也各得一冠。

新华社北京 6月 26日电（记者卢羽晨）中
国国际象棋协会 26 日消息，中国男队在俄罗斯
举行的国际象棋世界团体锦标赛第八轮继续
高奏凯歌，以 3.5：0.5 大胜挪威队，距离卫冕仅
一步之遥。

继上轮力克夺冠最大劲敌俄罗斯男队之
后，本轮中国男队三胜一和，轻取挪威队，以场
分 14 分继续领跑积分榜。俄罗斯队当日以 2.5：
1.5 击败印度队，以一分之差紧随中国队之后。

由于第九轮中国男队将迎战赛会三号种子
波兰队，俄罗斯队将迎战美国队，因此在最后
一轮比赛里中国男队必须取胜才能确保夺冠。

中国女队当天以 3：1 大胜波兰队，前两台
居文君、谭中怡双双弈和，雷挺婕战斗到最后
获得胜利，郭琦强势进攻克拉迪亚，兑子抢先
一步进兵升后，赢下一局。中国女队目前以 11
分暂居第三，俄罗斯女队以 14 分位居榜首，乌
克兰女队以 12 分位居次席。最后一轮，中国女
队将迎战埃及队。

国际象棋团体世锦赛
中国男队距卫冕
仅一步之遥

新华社第比利斯 6月 25 日电（记者李铭）
巴库消息：2017 年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F1）阿
塞拜疆大奖赛 25 日战罢，红牛车队的里卡多拿
下冠军。这是红牛车队在本赛季取得的首站
冠军。

比赛中，法拉利车队的维泰尔和梅赛德斯
车队的汉密尔顿发生了两次碰撞，致使两人成
绩分别滑落至第四和第五位。出发落后的里
卡多逆袭成功。梅赛德斯车队博塔斯获得亚
军，威廉姆斯车队的斯特罗尔排名第三。莱科
宁则由于赛车故障退出比赛。

巴库赛道全长 6 公里，穿越历史悠久的老
城区和风景优美的里海林荫大道，以困难复杂
而著称。

这是 F1 第二次登陆巴库赛道。2016 年 6
月，F1 大奖赛首次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
梅赛德斯车队的罗斯伯格夺得冠军。

里卡多夺得
F1阿塞拜疆大奖赛冠军

羽联超级赛
国羽8冠领跑
日本印度崛起

克利伯帆船赛三亚号船员训练。本报记者 吴合庆 摄

三亚瑜伽爱好者表演吸引众多游客观赏。 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宁泽涛未能入选
游泳世锦赛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周欣 张
薇）2017 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暨全运会预
选赛在江西赣州举行期间，宁泽涛在男子 100
米自由泳预赛中亮相，完成了自里约奥运会后
的首次比赛，100 米自由泳成绩达到全运会参
赛标准，他随之退出了其余的比赛。很多泳迷
关心“宁泽涛能否参加世锦赛”，依据国家游
泳队的国际比赛选拔规定，答案是“不能”。

游泳中心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健介绍，
根据国家游泳队参加国际大赛的选拔规定：
运动员须具有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优异成绩才
能参加国际比赛。

“2017 年游泳世锦赛参赛的运动员选拔
依据是现实状态，以青岛全国游泳冠军赛和
赣州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的成绩作为标准。
宁泽涛在赣州比赛的成绩，未能达到国际泳
联制定的 2017 年世锦赛 A 标参赛标准，且 B
标成绩落后其他运动员（国际泳联规定 2 人
同时达 A 标可派出 2 人满额参赛，未能满额
参赛只取成绩最好的 1 人参赛），因此宁泽涛
未能入选本次游泳世锦赛名单，”赵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