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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广场
商讯众享，便民利民

（每周一至周五刊登） 温馨提示：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联系电话：18708985058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解放四路 1085 号

新闻大厦一楼广告运营中心

■遗失声明 200 元/条（超过 50 个字

整条按字数 5元/字）；一个证（正本、副

本）380元/条。注销公告 360元/条

广告咨询热线 0898-31885668

★吴淑宇（460***********5519）遗失房屋征收产权调换
安置协议书（住宅），现声明作废。
★符华平、符华健遗失三亚市三亚湾“ 阳光海岸”片区
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产权置换+货
币补偿），现声明作废。

★ 林 福 亮 遗 失 海 洋 三 级 船 长 证 书 ，证 书 号 ：
460028196803101X37，有效期：2017 年 08 月 12 日—
2022年 08月 11日，现声明作废。

★ 三亚鸿刚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075722868B）遗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柳迪遗失由三亚新澳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据
2张，编号：9360797、9360798 ，金额：1458754 元，现声
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海南赢家房地产有限公司拟将原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伍仟万元整减为人民币壹佰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45天内向公司提出相应的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减 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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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黎家璇）为活跃创作氛围，激
发三亚文学爱好者的写作热情，由三亚群众艺术
馆主办、三亚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三亚文学沙龙”
活动近日启动。第一讲邀请了国家核心文学期
刊《天涯》杂志主编、海南著名作家林森，以“新南
方写作的新可能”为题，对新南方写作进行了系
统的梳理。

林森比照新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传承与差
异，从文学意义上的新南方到“新南方”的文化性
格、写作路径及写作价值等5个方面，阐述了新南
方写作的文化崛起，拓展了文学爱好者们的视野
和未来写作的新空间。

据悉，“三亚文学沙龙”活动拟每月举办一
次，将邀请省内外知名作家、学者前来进行创作
交流。

中国男排主教练吴胜日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
次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增强了队
员和教练组的信心，也让大家看
到了球队的潜力。接下来备战
世锦赛，队伍会继续努力提高。

中国队以3胜9负的成绩结
束了这次世联赛的征程。当记
者请吴胜给球队的表现打分时，
他的回复是“及格”。这次出征
之前，球队有两个目标，一是提
升世界排名，二是保级。结果，
中国男排的世界排名从第23位
上升到第19位，也成功保级，这
两项任务都完成了。

12场比赛中，中国男排力克
巴西队是最大的亮点。在吴胜
看来，对阿根廷队、日本队和伊
朗队的比赛，中国队其实也有一
些机会。比较可惜的是对波兰
队的第一局比赛，本来一直领

先，后来因为一传顶不住没拿下
来。不过，由于球队很久没参加
国际比赛，大部分队员是第一次
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对在美洲、
亚洲、欧洲之间转战的赛制还在
适应之中，“明年再打会比今年
表现更好”。

吴胜坦言，第一站比赛之
前，他对球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心里没底。12场球打下来，队员
和教练组的信心都得到了提升，
球队冲击巴黎奥运会入场券的
目标也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
冲击巴黎奥运会（资格）。从这
次比赛看，我们的上限很高，但
下限也比较低，表现不够稳定，
这一点需要提高。”

与世界强队的交锋也让中
国男排看到了差距，尤其是在发
球和一传方面。

“中国男排跟欧洲男排对
比，跟世界强队对比，差距还是
比较大的。发接差距大，防守反
击有差距，主动拿分能力也有待
提高。”吴胜说，“接发球很大一
部分因素是在心态上，也有技术
上的。像波兰队场上6个人都是
跳发，力量大、速度快、稳定性
高，造成接发球的队员有压力。
要扛住这种压力，得通过训练和
比赛去提高。”

在发球方面，吴胜认为中国
队的跳飘球需要加强攻击性和
准确性，而大力跳发球要提高速
度和力量。波兰队的一些发球
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20公里，中
国队的大力跳发至少也要达到
每小时110公里，否则想得分很
难。

总体看来，这次参加世界男
排联赛对于中国队备战世锦赛

有很大帮助。
吴胜说：“我们对世界男排

有了初步了解。去年打亚洲比
赛，今年打世界联赛，对我也是
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训练方
法和手段还需要提高和转变，跟
欧洲球队和亚洲球队打，比赛的
强度、对手的高度和对球队的掌
控能力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
的拦网训练要有所改变。在亚
洲我们身高占优，拦网求快，起
跳时发力不够，打欧美（球队）我
们拦网高度欠缺，肯定要有所变
化。”

吴胜曾表示，中国队这批队
员的总体条件不错。经过与欧
美球队的交锋，他感觉队员的身
体素质跟世界强队相比还有差
距，弹跳能力和力量还需要提
高。

此前，因为疫情等原因，上
海队的几名国手未能随队参加
世界男排联赛，对中国队的板凳
深度有一定影响。世界男排联
赛结束后，上海队的戴卿尧、张
哲嘉、曲宗帅和浙江队的王滨将
与球队会合，一同备战世界锦标
赛。

“现在我们的进攻集中在4
号位和副攻，2号位因为江川不
在有所欠缺。下一阶段我们调
了4名队员，像戴卿尧原来是接
应，现在主攻位置还能应付，可
以用他改打接应。”

结束世界男排联赛的征战
后，中国队将在塞尔维亚进行大
约 20天的训练。按照计划，中
国队随后将参加亚洲杯的比赛，
然后返回塞尔维亚，为8月26日
至 9月 11日在波兰和斯洛文尼
亚举行的世锦赛进行最后的冲
刺。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7 月 13 日，中国田径协会正
式公布了 2022 年田径世锦赛中
国田径队参赛名单。本届世锦
赛将于当地时间 7 月 15 日-7 月
24 日在美国俄勒冈州第三大城
市尤金进行。中国田径队共派
出 23 名男子运动员、30 名女子
运动员参与23个项目的角逐。

名单中既有多次出征的老

将，也有多位第一次参加田径世
锦赛新面孔，全队平均年龄 26
岁，比东京奥运会下降了 2 岁。
苏炳添将出战男子 100 米，谢震
业参加男子 200 米，同时他们还
将与吴智强、汤星强、邓智舰和
陈冠锋组成男子 4×100 米接力
队。东京奥运会上摘得三级跳
远银牌的朱亚明、110 米栏项目

的谢文骏以及跳远项目的黄常
洲、王嘉男等都将在本次世锦赛
上亮相。

此外，女子铅球奥运冠军巩
立姣将向世锦赛三连冠发起冲
击，奥运冠军刘诗颖和名将吕会
会将参加女子标枪比赛。北京时
间 7 月 16 日凌晨，刘虹、切阳什
姐、马振霞和吴全明将参加女子

20 公里竞走的
角逐，这也将是
本届世锦赛产
生的第一枚金牌。

马拉松方面，男子马拉松依
旧保持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阵
容，彭建华、杨绍辉和董国建三人
参赛，女子则只有张德顺和李芷
萱获得了参赛资格。 （人民）

田径世锦赛中国队名单公布

苏炳添领衔53名选手参赛

新华社美国尤金7月12日电
（记者 王子江）去年在东京奥运
会上夺冠后，巩立姣填补了运动
生涯最后一个“金牌空白”，该拿
的冠军都拿过了，但面对15日开
幕的尤金世界田径锦标赛，她依
然渴望赢得金牌。

“谁还嫌冠军多呢？我仍然有
更多的目标，希望拿好多的冠
军。”第八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的巩
立姣告诉新华社记者。

12 日下午三点，尤金烈日当
空，两天前抵达美国的巩立姣和
参加女子铅球比赛的队友宋佳媛
和张林茹一起，进行了两个多小
时的训练，这也是她到美国后的
首次室外训练。

东京奥运会夺冠后，巩立姣给
自己放了半年的长假，4个月前才
恢复训练，但她对目前的状态感
到非常满意。

“尽管无法与东京奥运会时相
比，但基本已经恢复到了90%。”

奥运会上夺冠并没有消减这位
33岁的“老将”心中对夺冠的渴望，
并且除了冠军，她还有更高的梦想。

“我以前的梦想是在奥运会上
赢得冠军，但我的终极梦想是成绩
能够突破21米，我也希望下届奥
运会之前，或者是巴黎奥运会上，
能突破自己，达到自己的极限。”

在东京奥运会，巩立姣以 20
米 58的成绩赢得冠军，这也是她
的个人最好成绩，她认为，未来三

年突破21米绝非梦想。
“21米不是太遥远，其实东京

奥运会的时候，我也没有发挥得
特别好，我相信还有没有展现出
来的实力，因此很想达到21米的
目标。”

从 11岁开始练习铅球，巩立
姣在田径场上摸爬滚打了 20 多
年，她说奥运夺冠后，很多人劝她
退役，因为已经“功成名就”，所有
的大赛冠军都拿过了，应该急流
勇退。但巩立姣决定继续练下
去，因为心中对铅球运动有太多
的不舍。

“不舍得。”她说，“其实即使
巴黎奥运会后退，也会不舍，希望
慢慢退。20多年了，铅球已经成

了生命中的一部分，现在训练中，
感觉铅球就是我的朋友，离不开
它。”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她认为中
国田径运动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
一个时期，出于感恩，她觉得应该
为国家赢得更多的荣誉。

“现在国家给提供了这么好的
训练和比赛环境，我现在也没有
伤病，因此必须要坚持下去。”

尤金世锦赛将在俄勒冈大学
体育场举行，巩立姣以前曾两次
来过这里参赛，对场地很熟悉。
女子铅球比赛将在7月15日和16
日两天举行，巩立姣对困难也非
常清醒，本赛季对手全部保持了
很好的状态，最好成绩超过20米

的选手有6人之多，这是往年很少
见的现象。

庆幸的是，这 6名选手中，就
有来自上海的小将宋佳媛，她本
赛季先后投出20米 20、20米 38，
两度排名赛季世界第一。巩立姣
说，能够看到小将接棒，心中非常
欣慰。

“以前感觉是一个人在战斗，
现在有了接班人，心里踏实了很
多。”巩立姣说。

第八次参加田径世锦赛

巩立姣依然渴望金牌

世联赛增强了信心 也让我们看到中国男排的潜力
——专访中国男排主教练吴胜

新华社记者 王镜宇 胡佳丽 王梦

6 月 12 日，中国队球员张景胤（右）与中国男排主教练吴胜在 2022 年世界男排联赛巴西站
比赛中庆祝。 新华社发

新华社美国伯明翰 7 月 12 日电 12
日，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举办的第 11
届世界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在武术套路
项目摘下两枚金牌。

当日是武术套路项目的首个比赛日，中
国队派出两名选手参赛。吴照华获得男子
刀术棍术全能冠军，他在棍术、刀术两个项
目均位列第一。刘忠鑫获得男子南拳南棍
全能冠军，同样在两个小项中都拔得头筹。

据介绍，本次中国代表团还有两名女
运动员将于 13 日冲击两个项目的金牌。
赖晓晓将参加女子长拳项目，她曾获得第
14 届全国运动会武术套路比赛长拳剑术
枪术全能冠军；张雅玲将参加女子南拳南
刀全能项目，她是第14届全国运动会南拳
南刀南棍全能冠军。

中国武术队领队徐翔鸿在赛后表示：
“中国运动员发挥了训练的真实水平，也代
表了中国武术的风格特点。世运会对中国
武术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武术要多
参加世界性的比赛，真正地亮相世界舞台，
才能在交流互动中更好地了解世界武术宣
传推广的方式、方法和规律，才能让世界感
知中国武术的魅力！”

目前，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世运会上已
经获得 7金 4银 1铜，排在金牌榜第七位。
德国（16 金）、匈牙利（10 金）和哥伦比亚（9
金）分列金牌榜前三。

新华社布达佩斯7月 12日电（记者陈
浩 李学军）中国选手刘丁硕 12 日在世界
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欧洲夏季系列
赛之球星挑战赛男单资格赛第二轮比赛中
告负，无缘正赛。

在当天的比赛中，世界排名第 48位的
刘丁硕对阵世界排名第 79 位的英格兰老
将德林克霍尔。结果，首轮比赛轮空的刘
丁硕以 0:3 不敌德林克霍尔，遗憾止步。
三局比分分别为7:11、9:11、4:11。

13日，由马龙、陈梦领衔的中国队其余
队员将亮相正赛。

世运会武术套路首日比赛

吴照华、刘忠鑫摘金

WTT欧洲夏季系列赛资格赛

刘丁硕出局

7 月 12 日，中国队球员陈彦桦（右）与爱尔兰
队球员哈米尔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女子曲棍球
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队以 3 比 1 战胜爱尔兰队。

新华社发

女子曲棍球世界杯

中国胜爱尔兰

7 月 13日，2022年 NBA夏季联赛继续进行，
步行者队大胜活塞队，曾凡博替补得到 2分。太
阳队轻取独行侠队，张镇麟和郭昊文都在比赛中
亮相，他们还曾同场29秒，分别各得到9分。

在太阳队与独行侠队的比赛中，张镇麟和郭
昊文都在比赛中登场，两人都在比赛中得到 9
分。代表太阳队出战的张镇麟替补出场 6 分 26
秒，2投1中，8罚7中得到9分。代表独行侠队出
战的郭昊文出场 15 分钟，4 投 3 中，6 罚 2 中，得
到9分。

独行侠队在比赛中早早大比分落后，郭昊文
上半场就得到出场机会，首节还有1分 17秒时他
突破打进，拿到自己在夏季联赛的前 2分。第三
节郭昊文两次制造犯规，四罚两中，但独行侠队
仍以大比分差距落后。最后一节开始后郭昊文
在场上打得更自如，先是一记突破跳投命中，接
着命中三分，独行侠队以 52：78落后。在第四节
还有 6分 26 秒时，张镇麟替补出场，他与郭昊文
同场竞技了29秒。

在活塞队与步行者队的比赛中，步行者队开
赛后就火力全开，首节就打了对手一个 25：11。
之后步行者队不断扩大优势，三节结束时他们以
78：54领先 24分。最后一节活塞队虽奋力反扑，
但已无力回天。曾凡博在第四节还有 6 分 25 秒
时替补出场，很快通过跳投拿下2分，可惜之后他
再无得分入账。最终步行者队 101：87大胜活塞
队。 （央视）

NBA夏季联赛

郭昊文张镇麟各得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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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文学沙龙”开讲
第一讲：新南方写作的新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