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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体育

本报讯（记者 吴合庆）2017-2018
克利伯环球帆船赛比赛船队在英国时
间 8 月 20 日中午 12：30 撞线开赛。12
艘 克 利 伯 70 尺 大 帆 船 展 开 了 激 烈 角
逐，为争取最好的开赛位置而付出努
力。

据了解，第 1 赛段为大西洋信风赛
段，是十一届克利伯帆船赛历史中里
程最长的一个赛段。驶离莫西河水域
进入外海之后，克利伯船队在第 1 赛段
首先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快速移动的来
自于英国和法国北部的海流。

首航第一日，中利物浦默西河道内
的比赛中，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始
终处在与众船扎堆一起的状态，直到离
开了利物浦进入爱尔兰海，这种焦灼状
态都没有得到改变。行驶至爱尔兰海，
整个前半夜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
都处于与青岛号等船并行的状态中，最
近的时候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和
unicef 船距离不到五米。然而，三亚新
奇世界半山半岛号和英国号往返法国
奔袭千里，无数转向后竟然在最后一个
绕标点擦身而过。

出发前克利伯环球最终宣布，新安
装的卫星传输系统还不能完全工作，
所有船只的通讯只能进行有限的数据
传输。包括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
在内的三艘载有媒体船员的船只可以
享受到每天两张图片的传输。 除此之
外所有船员将在整个第一阶段航行中

处于失联状态。
目前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排

名第三，紧追在 unicef 之后，距离领先
的西雅图号 6 海里。爱尔兰海内风小，
洋流逆着船行方向向北，近岸风力稍
强但浅滩多，商船也多。Wendy 船长
每小时检查船只航向一次，提醒船员

保 持 航 行 状 态 。 对 于 大 部 分 水 手 来
说，第一程的旅行更像是训练的延伸，
互相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仍然是必不可
少的。三亚新奇世界半山半岛号在北
京时间 21 日晚上将最终驶入大西洋。

上图：参赛帆船一起绕经定位浮标，
准备驶向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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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号”昨晚驶入大西洋

本报讯（记 者 吴 合 庆）8 月 21
日，以“相聚三亚、以武会友、激扬武
术，绽放武魂”为主题的 2017 三亚首届

“欧马可杯”武术邀请赛三亚开赛。来
自国内的 20 个武术代表队、300 多名
运动员进行两天的武术竞技展示。

比 赛 场 上 ，拳 脚 生 风 ，刀 光 剑
影。有简洁刚猛的少林连环掌，变化
莫测的翻子拳，刚劲洒脱的五步拳以
及长棍、刀剑术等各类器械展示。精
彩的高手对决让现场的观众忍不住

发出阵阵赞叹之声，直呼过瘾。来三
亚度假的俄罗斯游客伊拉诺娃也沉
浸在一刚一柔的武术比赛中，不时跟
着学起一招半式。“真的很精彩，很好
看！”伊拉诺娃用着不太熟练的中文
开心地说。

“以武会友，相聚三亚。一方面
给了大家切磋技能，提高武术水平的
机会，激发全民锻炼身体的热情；另
一方面也搭建了三亚民间武术的平
台，彰显中华武术运动丰富多彩的文

化内涵和健身方法。”三亚世杰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建华说，赛事
下一步将邀请来自国内外的武术组
织及个人参加，将比赛打造为海南武
坛盛事，使中国千年传统武术文化特
色成为三亚与国际友好城市交往中
的一张靓丽名片。

本次大赛由三亚市文化广电出
版体育局、海南省武术协会指导，三
亚建忠武馆、三亚世杰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主办。

三亚首届“欧马可杯”武术邀请赛开赛
来自国内20个武术代表队、300多名运动员参加竞技展示

本报讯（记者杨洋）8 月 20 日，三亚日
报记者从吉阳区教科局获悉，吉阳区通过
向社会购买服务，开展“公益公开课”免费
教吉阳区中小学生学习游泳。截至 8 月
20 日，公益课堂服务中小学生 205 人，授
课 1560 课时。

“5 到 6 岁的小孩，一周内就能学会游
泳。”8 月 19 日，在三亚国兴体育俱乐部带
着孩子前来学习游泳的家长李兰告诉记
者，带孩子学游泳课，一年得花 2000 元左
右，高额的培训费用，令不少家长望而却
步。如今，吉阳区中小学生不仅让孩子们
免费学习游泳，而且聘请专业师资力量、
专业的游泳场馆，孩子们学习速度快、热
情高。更重要的是，安全。以后，孩子们
又多了一项救生技能。

“海南天气炎热，孩子喜欢玩水，不让
学生近水不可能，如果教会孩子游泳和自
救，就可以有效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吉
阳区教科局局长侯雪华说，对吉阳区各中
小学进行调研发现，现在学校游泳运动普
及程度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不少家长不愿意花高额学费让孩子走进
专业游泳馆学习游泳。为此，不少学生自
己跑到海边游泳，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解决吉阳区中小学生上游泳课
的费用问题，吉阳区高度重视，向社会购
买 服 务 ，将 游 泳 课 送 进 校 园 。 2017 年 6
月 ，推 出 首 批“公 益 公 开 课 ”，除 了 游 泳
外，跆拳道、播音主持、绘画、陶艺、攀岩、
羽毛球、篮球共 8 个课程都可以免费学
习，为孩子们提供“一对一”的特色课程，
培养学生们良好的兴趣爱好。接下来，吉
阳区将在游泳课程体系等方面加大投入，
着力打造游泳培训特色产品，丰富培训内
容，让更多的中小学生参与进来，让学会
游泳变得更简单。

吉阳区中小学生
可免费学游泳
还可免费学习跆拳道、播音主持、
绘画、陶艺、攀岩、羽毛球、篮球

本报讯（记者 汪慧珊）8 月 21 日，
2017中国（三亚）扑克游戏锦标赛（又称

“WPT中国赛”）赛事启动会在三亚美高
梅度假酒店举行。三亚日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本届赛事将于 11 月 15 日至 11
月21日期间举办。同时，赛事主办方联
众公司再次获得三亚市政府授予赛事
未来连续5年落地三亚的举办权。

据了解，中国（三亚）扑克游戏锦标
赛是经三亚市政府批准，由国际顶级扑
克赛事品牌WPT授权的中国首个国际
级专业扑克赛事。赛事在三亚走过五
载，不仅刻上了浓重的三亚烙印，更成
为中国乃至亚洲竞技扑克领域的标杆
赛事。强大的品牌号召力，不仅吸引来
自全球各地的选手汇聚三亚，为全球扑
克竞技爱好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更推
动着中国扑克项目的竞技化、规范化、

国际化发展。
“WPT 中国赛自 2012 年落户三亚

以来，取得了显著进步，并最早为三亚
带来了‘体育+旅游’初创概念的启
发。WPT 作为联众自有国际赛事，多
年来助力三亚朝着‘国际智力运动之都
’的目标不断努力。”市文体局副局长韩
建平表示，过去五年，中国（三亚）扑克
游戏锦标赛作为一项具有专业、健康、
时尚、世界级品牌形象的高端智力体育
赛事，丰富了三亚的高品质体育赛事资
源，并与体力竞技项目形成互补融合，
进一步完善了三亚“体育+文化+旅游”
的文体产业链。这次三亚市政府与联
众再次签订了未来 5 年的赛事实施计
划，将全力以赴共同把这个赛事 IP 做
大做强。

“智力体育作为体育运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促进全民健身，创造社会、文
化、经济价值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国际级赛事的举办更是搭建了中国
智力体育与世界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
中国棋牌文化全球传播。”联众国际董
事长杨庆表示，未来联众还将继续发挥
其行业优势，利用互联网思维，推进“体
育+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创新体育文
化打造，通过举办更多国际级智力体育
赛事，促进三亚文体产业的发展，为三
亚打造独具魅力的城市名片“世界智力
竞技运动之都”、形成“大体育”发展格
局做出有益贡献。

此外，与中国（三亚）扑克游戏锦标
赛连续合作 5 年的三亚美高梅度假酒
店与联众就 2017 年赛事达成全新合
作，双方将为 2017 年赛事提供最佳的
用户体验。

2017 WPT中国赛启动会昨日召开
赛事将于11月中旬在三亚举办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20日电（记者
李良勇）20日，在黎巴嫩举行的2017年
男篮亚洲杯决赛中，首次参加这一亚洲
赛事的澳大利亚队以 79：56 战胜伊朗
队，夺得冠军。

当晚，澳大利亚队和伊朗队都派出
最强阵容。不过，无论在球员平均身高，
还是在身体对抗性以及个人攻防能力方
面，澳大利亚队显然更胜一筹。比赛一
开始，澳大利亚队便利用快速攻防打出
一个12：2的小高潮，并以18：14领先结
束第一节比赛。第二节，澳大利亚队更
是攻势如潮，不断拉大与伊朗队的比分
差距。上半场结束时，澳大利亚队领先

伊朗队17分。
下半场，澳大利亚队继续牢牢掌控

比赛节奏，比分始终超过伊朗队10分以
上。面对澳大利亚球员的强硬防守和
快速抢攻，伊朗队“亚洲第一中锋”哈达
迪难以充分发挥2米18的身高优势，而
伊朗队的投篮命中率也不高。第三节，
双方比分为 56：43。在第四节，澳大利
亚与伊朗队的比分差距更是越拉越大，
并最终以23分的优势大胜伊朗队。

赛后统计数据显示，伊朗队仅两人
得分上双，其中哈达迪拿到 18 分，全队
投篮命中率为54投19中。澳大利亚队
有4人得分上双，全队投篮命中率为70

投32中。
另外，当晚举行的第三名争夺战

中，韩国队以80：71战胜新西兰队，获得
季军。

本届男篮亚洲杯于8月8日至20日
在黎巴嫩举行，共有 16 支参赛队伍，其
中澳大利亚队和新西兰队是首次参加
这一亚洲赛事。

20日晚比赛全部结束后，本届亚洲
杯评出5名全明星球员，他们分别是来自
东道主黎巴嫩队的哈提布、伊朗队的哈
达迪、韩国队的吴世根、伊朗队的贾姆希
迪以及新西兰队的伊利。哈达迪同时还
被评为本届亚洲杯最有价值球员。

切尔西力克热刺
哈德斯菲尔德两连胜

据新华社伦敦8月20日电 英超联赛 20 日
进行了第二轮的两场比赛，卫冕冠军切尔西在
温布利球场以 2：1 力克主场作战的托特纳姆热
刺队；45 年来首次升入英超的哈德斯菲尔德队
以 1：0 小胜另外一支升班马纽卡斯尔联队，取
得两连胜。

开场 24 分钟，切尔西就取得领先，阿隆索
25 米外主罚任意球直接打入球门右上角。下
半场，热刺加强攻势，一度在场面上占据了绝
对优势，终于在第 82 分钟将比分扳平。埃里克
森左路任意球传中，巴舒亚伊头球解围时误入
自家大门，1：1。

第88分钟，热刺门将洛里斯向前场抛球失误
被路易斯抢断，阿隆索禁区左侧攻入了本场比赛
的第二个进球，带领切尔西以2：1获胜而归。

哈德斯菲尔德与纽卡斯尔联队的比赛全场
比较乏味，澳大利亚球员莫伊在第 50 分钟的进
球成为比赛少有的亮点。哈德斯菲尔德两战两
胜，以积 6 分外加 4 个净胜球的战绩暂列积分榜
第二位，仅次于榜首的曼联。

辛辛那提网球赛
穆古拉扎、迪米特洛夫
分获女单、男单冠军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20 日电 在 20 日
进行的辛辛那提网球大师赛女单和男单
决赛中，温网冠军得主穆古拉扎以及迪米
特洛夫取胜，获得冠军。

穆古拉扎仅用了 56 分钟就以 6：1 和
6：0 战胜哈勒普，夺得自己在此项赛事中
的首个冠军。与此同时，穆古拉扎还让哈
勒普重返世界排名第一宝座的希望破灭。

穆古拉扎说：“实话实说，我也想到了
她的处境，这肯定很难受。但是，我也想
赢得这个冠军。”

这是穆古拉扎首次在美国举行的赛
事中夺冠，也是她继温网之后在本年度赢
得的第二项冠军。不久之后，穆古拉扎将
征战美网，而美网曾经是她的伤心地。

“我总是无法赢得那些艰难的比赛，
因此我希望能够有所改变，我希望今年能
找到取胜法宝。”

在男单决赛中，赛会七号种子迪米特
洛夫以 6：3 和 7：5 击败了克耶高斯，拿到
了个人第一个 ATP 大师赛冠军。

米兰双雄告捷
罗马客场小胜

据新华社罗马8月20日电 在 20 日进行的
2017－2018 赛季意甲联赛首轮比赛中，焕发新
生的 AC 米兰队 3：0 轻松取胜克罗托内队，国
际米兰队和罗马队也双双告捷。

出自米兰青训营的库特罗内成为球队取胜
的头号功臣。开场仅 4 分钟，库特罗内被对方的
切凯里尼放倒。在查看了录像回放之后，当值
主裁将切凯里尼红牌罚下，并且给了 AC 米兰队
一个点球，凯西操刀命中。第 18 分钟，库特罗内
头球建功，将比分改写为 2：0。第 23 分钟，苏索
门前斜射破网，3：0 的比分维持到了终场。

国际米兰队也以 3：0 取胜，败在他们手下的
是佛罗伦萨队。在第 6 分钟和第 15 分钟，伊卡
尔迪独中两元。第 79 分钟，佩里西奇锦上添花。

后托蒂时代的罗马队也赢得了新赛季开门
红，他们在客场 1：0 战胜亚特兰大队。这是罗
马队最近 25 年来首次在没有托蒂的情况下出
征新赛季，“罗马王子”在上赛季结束后退役。
第 31 分钟，克拉罗夫为罗马队攻入了全场唯一
入球。

在当天进行的其他比赛中，博洛尼亚 1：1
战平都灵，乌迪内斯 1：2 不敌切沃，萨索洛 0：0
平热那亚，桑普多利亚 2：1 击败贝内文托，拉齐
奥 0：0 平斯帕尔。

10人皇马3球胜拉科
巴萨两球击败贝蒂斯

据新华社马德里 8月 20 日电（报道员 谢
宇智）2017－2018 赛季西甲首轮 20 日进行两场
重头戏，皇马客场三球战胜拉科鲁尼亚登上榜
首，巴萨也在主场两球击败贝蒂斯，在积分榜
上紧追其后。

上半时第 20 分钟，莫德里奇禁区边缘的一
记劲射被对方门将挡出，本泽马补射又被对方
后卫封堵，贝尔插上近距离将球拨入。第 26 分
钟，卡塞米罗将马塞洛的传中打入空门，为皇
马建立两球优势。

第 62 分钟，贝尔为队友送上助攻，他在左
路过人后回传克罗斯，后者禁区边缘大力将球
打入。第 89 分钟，卡尔瓦哈尔犯规被判点球，
纳瓦斯将安多内罚出的皮球扑出。终场前，拉
莫斯因为肘击博尔哈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

巴塞罗那本轮主场迎战贝蒂斯。苏亚雷斯和
伊涅斯塔因伤缺战，梅西在比赛中三次击中门
框。客队的乌龙和罗伯托的进球为加泰罗尼亚豪
门在主场2：0战胜对手，全取三分。

在当日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毕尔巴鄂
竞技主场 0：0 战平赫塔菲。

本报讯（记者杨洋）侧踢、横踢、旋风
踢……8 月 21 日，三亚 965 名中小学生参
加全市跆拳道晋级考试，其中年龄最小的
4 岁，最大的 16 岁。

比赛场上的选手们各个精神抖擞、斗
志昂扬。带着女儿参加晋级考试的家长
孙文清告诉记者，他女儿今年 6 岁，在国
佳跆拳道学习跆拳道两年，送女孩学习跆
拳道主要是希望孩子从中领悟不轻易放
弃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不少家长送孩子学习跆拳道，最后
也成了跆拳道发烧友。”三亚跆拳道协会
会长张科国说，跆拳道晋级考试是为了检
验跆拳道修炼者的训练成果，每一次的考
级都是学生对自我的挑战，考的不仅仅是
学生的技术水平，还有学生面对挑战的态
度和心理素质。本次考级主要对基本礼
仪、日常表现、基本动作、竞技腿法与品
势、体能等方面综合来评定，真正让孩子
科学健身。

随着三亚加大力度推进全民健身运
动，学跆拳道规模增长速度很快。据统
计，去年参加晋级考试仅 300 多人，今年
参加本次考试的有 956 名。此外，今年全
市参与跆拳道训练的会员突破 3000 人，相
比去年增加 1500 人。

男篮亚洲杯

澳大利亚队战胜伊朗队夺冠

三亚956名选手
参加跆拳道晋级考试

南山武术太极队竞赛表演南山武术太极队竞赛表演。。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合庆吴合庆 摄摄

选手正在考试。

英
超

意
甲

西
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