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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执法公正、公开，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现将我支队在三
亚市增设固定式交通电子警察设备执法类型及设置
点位公告如下：

一、机动车违法鸣笛抓拍位置：
1.海螺一路春河东岸小区路段
2.鹿回头路悦榕山庄路段
3.新风路市政府路段
4.凤凰路三亚市第一中学路段
5.榆亚路警备区路段
二、交通电子警察设备启用时间:2021 年 7 月 10

日 0时起。
望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

文明出行。
特此公告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1年 7月 6日

三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增设电子警察设备点位的公告

★孙金城遗失准迁证，证号：琼 01198737，

现声明作废。

★ 庄 瑜 遗 失 残 疾 军 人 证 ，证 号 ：

2019183020998092413177，现声明作废。

★海南学苑福多多百货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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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空气质量预报：一级（优）

三亚市环境空气质量日报

本报讯（记者 黄珍）“弟子规，圣人训。首孝
悌，次谨信……”7 月 5 日，朗朗的读书声从天涯区
回辉社区传来，30名孩子正齐声朗诵《弟子规》。当
天，由市妇联主办的“诗礼传家”品读系列之“诗云”
儿童暑期传唱活动正式启动，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弟子规》《诗经》传唱活动，从经典诗文中积淀传统
文化智慧，传播好家风好家训。

此次传唱邀请国学老师现场授课，将分两期进
行教学，每期30名学员8次课，课程设在每周一、周
三下午，主要针对回辉社区7至 11岁儿童。课程内
容包括《弟子规》，以及《诗经》中的《桃夭》《木瓜》
《蒹葭》和《野有蔓草》等篇章，同时穿插名人学习故
事等，通过寓教于乐、简单释义、现场互动的形式，
培养孩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接受传统文化的熏
陶，提升国学素养。

新华社萨格勒布7月 5日电（记者 高磊）克罗
地亚奥委会5日公布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的最
终名单，其中包括参加 15个运动项目的 58名运动
员。这是该国参加奥运会以来派出运动员人数最
少的一次。

此次出征东京的克罗地亚奥运代表团中有 38
名男运动员和 20 名女运动员，将参加水球、田径、
拳击、体操、摔跤、帆船、柔道、皮划艇、空手道、游
泳、乒乓球、射击、跆拳道、网球和赛艇等赛事。奥
运冠军、铁饼名将桑德拉·佩尔科维奇等著名运动
员再次入选。

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克罗地亚代表团的
88名运动员获得10枚奖牌，为历届之最。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 5日电
（记者 赵焱 陈威华）美洲杯足球
赛首场半决赛 5 日在里约热内卢
举行，巴西队以 1:0 战胜秘鲁队，
率先进入决赛。

主场作战的巴西队开场就占
据主动权，多次在对方门前制造有
威胁的进攻，甚至让秘鲁队连反击
的机会都没有。但秘鲁守门员表
现神勇，面对内马尔、理查尔里森
等近在咫尺的射门都能够一一化
解。然而，在第 34 分钟时终于由

内马尔助攻，帕克塔将记分牌改
变。

中场休息后，秘鲁队一改上半
场的被动局面，逼迫巴西进入防守
局势。但最终巴西队还是将 1:0
的比分保持到终场。

巴西队的卡塞米罗赛后表示：
“这是一场典型的淘汰赛比赛，非
常艰难，特别是下半场。但我们最
终守住了胜利，所有球员齐心协
力，所有人都有胜利的愿望，这也
是夺冠的欲望。”

对于射入关键一球的帕克塔，

队友内马尔说：“帕克塔是个出色
的球员，每一场国家队的比赛都在
成长。他这个赛季在俱乐部表现
很好，现在又证明了在国家队也是
一名重要成员。我很高兴与他配
合进球。”

另一支决赛球队将在阿根廷
和哥伦比亚队之间决出，两队比赛
将在6日举行。

曾经和梅西一起在巴塞罗那
队效力过的内马尔在赛后说：“我
希望对手是阿根廷，毕竟他们队中
有我的朋友。”

1：0战胜秘鲁
巴西晋级美洲杯决赛

社区国学经典传唱
丰富孩子暑期生活

新华社北京7月 6日电 国际乒联6日宣布，白
俄罗斯男子乒乓球运动员萨姆索诺夫确定退出东
京奥运会。

1996年，萨姆索诺夫在亚特兰大首次亮相奥运
会。从那一年开始，他代表白俄罗斯参加了之后的
每一届奥运会，今年原本是他第七次驰骋奥运赛
场。

45 岁的萨姆索诺夫多年来是乒乓球项目中的
知名运动员，他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晋级半决
赛。宣布退出东京奥运会后，萨姆索诺夫赢得奥运
奖牌的希望将变得比较渺茫。

萨姆索诺夫退出后，他在男单赛事中的签位将
重新分配给下一位排名最高、尚未获得奥运参赛资
格的选手——来自英国的金克霍尔，这还需要等待
英国奥委会的确认。

东京奥运会将于 7月 23 日至 8月 8日举行，乒
乓球项目的比赛时间为7月24日至8月6日。

克罗地亚将派58名运动员
参加东京奥运会

乒乓老将萨姆索诺夫
退出东京奥运会

7月 8日凌晨3点，欧锦赛半决赛第二场英格兰将在
温布利挑战丹麦。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在按受采访时
称，如果英格兰队晋级不了决赛，他们将不会满意。

英格兰期待自 1966 年世界杯以来首次打进大赛决
赛，索斯盖特说：“如果止步于半决赛，我们不会感觉很
满意，2018世界杯的半决赛失利，我们虽然很失望，但让
人感觉我们进步了很多。现在，仅仅晋级半决赛对于这
英格兰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积极的迹象。”

“另一个积极的事情是，这些年轻球员获得了代表
英格兰出战的更多经验，他们体验着为英格兰踢球是什
么感觉，充满乐趣，赢得比赛，和球迷们建立起关系，这
是很积极的，对于未来的一代球员也非常重要。”

（综合）

英格兰主帅索斯盖特：

若止步半决赛
我们不会满意

针对欧锦赛半决赛对手英格兰队，效力于切尔西的
丹麦中卫克里斯滕森表示，丹麦能够防住凯恩，他的热
刺队友霍伊别尔能够提供情报。

克里斯滕森说：“我们知道凯恩的水平，每个人都知
道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他。霍伊别尔也熟悉他，也许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信息。每位球员都有自己的习惯，我
们必须利用。他的脚下很棒，是最好的终结者之一。我
的反应很大程度出于本能，他个子很大，很难对抗他的
身体，但他的脚下技术也很好，所以你不应该靠得太
近。” （综 合）

效力于切尔西的丹麦中卫：

丹麦可以防住凯恩

南美足球传统技术
优势丢失

其实南美人也在自问，阿根廷
前国脚、现任巴西圣保罗俱乐部主
教练克雷斯波最近在阿根廷《民族
报》上发表文章称，现在的南美足
球正在失去魅力，因为丢掉了传统
的技术优势，反而是欧洲足球吸收
了南美足球的优点。

克雷斯波说：“我们正在失去
我们的领地。曾经欧洲球员只是
在体能上比南美人更胜一筹，而在
技术上比我们逊色。但欧洲球员
在不断成长，他们的传球、控球技
术都在逐渐完善，反而是我们这边
越来越少看到精彩的盘带。”

克雷斯波认为：“南美足球现
在不像以前那样具有创造性，如果
我们排除梅西、内马尔，几乎就看
不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球技，那些技
术似乎已经成为历史。我们的盘
带、足球本能本来是足够与欧洲球
队抗衡甚至超越他们的，但现在我
们的球场上似乎只剩下恶性竞
争。”

克雷斯波还指出南美球队近
年来与欧洲球队交流太少阻碍了
南美足球的发展。由于俱乐部比
赛日程紧，洲际间的友谊赛就很
少，比如巴西队到下届世界杯前只
有两场友谊赛的对手是欧洲球队，
这样就无法更好地了解欧洲球队。

他说：“我们无法检验与欧洲球
队之间的差距，无法及时看到我们
落后的地方。选择的友谊赛对手
也往往不太具有参考价值，德国、
意大利、英格兰等才应该是要真正
去面对、检验我们实力的球队。”

欧锦赛球队多、风格
多样、赛程紧凑

除了克雷斯波提出的技战术
水平差距外，南美洲一些专栏作家
还有以下观点：

首先，欧锦赛球队多、风格多
样、赛程紧凑。欧锦赛有 24 支队
伍，而美洲杯只有10支，显然在欧
锦赛可以看到更多样的战术，即便
是相对的弱队中也有优秀球员，比
如威尔士队的贝尔等，这就让比赛
整体上好看。

欧洲的顶级球队包括德国、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
兰、英格兰、葡萄牙和克罗地亚
队，而丹麦、俄罗斯、瑞士和土耳
其队也都随时可能有惊艳表现，
这届欧锦赛丹麦和瑞士队都进入
了四分之一决赛，丹麦队还进入
了半决赛。而美洲杯冠军则毫无
悬念地将在巴西和阿根廷队之间
产生。

其次，美洲杯近些年来举办过
于频繁，让球迷感到神圣感、庄严
感不够。欧锦赛最近 10年举办了
3 次，而美洲杯近 10 年举办了 5
次，最近 6年就举办了 4次。欧锦
赛甚至拥有世界杯的氛围，让球迷
们感受到一代代球员的成长，甚至
有人说欧锦赛就是“没有巴西和阿
根廷的世界杯”。

有人认为，南美优秀球员大多
在海外踢球，所以对国家队重视不
够，但事实上比利时、荷兰、西班
牙、法国等国家队中都有 10 名以
上球员不在本国俱乐部效力，所以
球员对国家队在重大比赛中的态
度是由历史、文化等因素决定的。

西班牙和葡萄牙、比利时和荷兰、
德国和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乌
克兰和俄罗斯等队伍之间明显的

“火药味”都有历史和文化原因，而
南美国家大多同根同源，相互之间
的历史文化冲突相对较小。

欧锦赛组织水平更
加成熟

在比赛整体组织水平方面，欧
锦赛也更胜一筹，裁判的水平更
高，对视频助理裁判（VAR）的使
用更加合理，美洲杯赛场上“滥用”
VAR打乱比赛节奏的情况频繁发
生。欧洲球员对裁判的判决比较
尊重，但南美球员就喜欢对自己认
为不公平的判决“碎碎念”，甚至大
打出手。

球迷回归赛场也有助于提升
欧锦赛的氛围，毕竟球迷是球员比
赛的动力之一，球迷的表现对场上
球员的情绪、心理都有影响。美洲
杯则因为疫情依然严重空场进行，
有时候教练不得不在场边高呼一
些球员的名字，以调动球员的积极
性。

最后，在硬件上，欧锦赛的场
地条件好，整体画面赏心悦目。而
美洲杯场地的草皮不仅视觉效果
差，而且事实上已经影响到球员发
挥，比如里约热内卢的尼尔顿桑托
斯球场草皮已被多名球员投诉，特
别是梅西、内马尔等在欧洲联赛踢
球的球员非常不习惯。为保证决
赛的质量，美洲杯决赛场地马拉卡
纳大球场正在进行草皮更换，希望
至少能奉上一场完美的决赛。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5日电）

今年的美洲杯和欧锦赛
比起来差在哪儿

新华社记者 赵焱 陈威华

欧锦赛如火如荼，美洲杯也激战正酣，然而两个洲际大赛
影响力显然差了很多，美洲杯即便有“梅球王”也无法留住更多
球迷，差距到底在哪儿呢？

英格兰 VS 丹麦

欧锦赛半决赛
（7月8日03:00）

凯 恩 状 态 的
好坏将左右英格
兰队的走势。

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