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青少年(中学生)三人篮球赛落幕

珠海6支参赛队伍获佳绩

CBA联赛7轮战罢，无论是横刀立马的丁彦雨航，还是老当益壮的易建联，亦或是崭露头角的吴前、赵
睿，众多国内球员状态爆棚，表现抢眼。不禁令人猜测，这是与外援临时“抢戏”，还是要改写“外援唱主角”
的CBA联赛老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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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2017广东省青少年（中学生）三
人篮球赛12日在东莞长安文体
中心落幕，来自全省104支参赛
队伍经过两天298场比赛的激烈
争夺，最终8个组别的冠军名花
有主。

本次比赛珠海共有6支队伍
报名参赛，其中珠海一职校参加
注册组（体校专业组）男子甲、乙
组，市三中参加学生组高中男、女
子组，田家炳中学参加学生组高
中女子组，北大希望之星参加学

生组高中男子组。最终，我市6
支队伍全部进入前八，其中：注册
组珠海一职校夺得男子甲组亚军
和男子乙组季军，学生组珠海三
中夺得高中女子组冠军和高中男
子组第六名，田家炳中学获女子
高中组第五名，北大希望之星获
高中男子组第八名。参赛队伍圆
满完成任务，取得可喜成绩。

明年广东省篮协将开办成年
的三对三篮球联赛，使广东三人
篮球形成规范有序、具备广东特
色的联赛。

本报讯 记者古春婷报道：
12日，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运动休闲学院主办的首届“大湾
区大学生户外越野挑战赛”在该
校校名石前开赛。中山大学、深
圳大学、北师大珠海分校、UIC、北
理工珠海学院等15所高校45名
选手，以及80多名志愿者、裁判、
工作者共同参与见证本次赛事。

本次比赛由北师大珠海分校
休闲体育专业山地户外方向的学
生自主策划并执行，致力打造高
校户外越野挑战赛的品牌赛事。
比赛采取不间断式赛制，赛道总
长28公里，从北师大珠海分校经
会同村到北理工珠海学院、长南

径古道、观音仔再回到北师大珠
海分校校园。途中，选手要完成
包括绿道跑、山地越野、古村定
向、骑跑交替、帐篷搭建、扎筏泅
渡、攀岩、横渡、钻木取火、智力拼
图等项目，是对选手体能、技能、
智力、团队配合的极大综合考验。

上午8点一声鸣枪，比赛正
式开始，45名大学生运动员冲出
起跑线，队员们奋力拼搏，齐心协
力完成一个个难关。挑战赛一直
持续至下午5点多才结束，最终
有11支队伍携手到达终点，顺利
完成比赛。中山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分
获冠、亚、季军。

北师大珠海分校举办大学生户外越野挑战赛

15所高校选手拼智力拼体力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12日下午，“格健杯”2017年珠
海市民健身运动会保龄球比赛在
珠海市体育中心保龄球馆落幕。
来自全市的50多名业余选手经
过3天的激烈比拼，单人赛、双人
赛组别的名次分别落定。

本届保龄球比赛是市民健
身运动会项目之一，共有来自全
市的 50 多名保龄球爱好者参
赛，参赛选手涵盖老中青少各个
年龄段，其中以青少年选手居
多。据悉，今年暑假期间，市保
龄球协会曾组织全市30余名青
少年参加全国保龄球夏令营（珠

海站）活动，这些参加夏令营的
孩子有了一定的保龄球基础，之
后他们一直利用周末时间坚持
锻炼，取得了较好成绩。此次市
民健身运动会保龄球比赛中，就
有很多夏令营的选手参加。

据市保龄球协会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让更多市民参与到全
民健身及保龄球运动中来，明年
市民健身运动会保龄球比赛项目
拟增加青少年组和家庭组。

经过3天的角逐，最终，黄杰
文、冯涛获得单人赛一等奖；赵东
福、陈明枢、冯涛、朱灶扬获得双
人赛一等奖。

市民健身运动会保龄球赛落幕
明年拟增加青少年组和家庭组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电
国家体育总局13日通过官网发
布《国家体育总局关于进一步规
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旨在积极发挥各级
体育部门服务全民健身的职能作
用，着力解决广场舞健身活动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知》中指出，2015年文化部
会同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引导广场
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积极促
进和规范了广场舞健身活动的开
展。但是，广场舞健身活动依然存
在场地不足、噪音扰民、管理服务
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个别地方甚至
发生了健身群众抢占活动场地的
冲突，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通知》具体要求分为四方面

内容，包括“多措并举增加广场舞
健身活动场地供给”“严格规范广
场舞健身活动行为”“切实加强广
场舞健身活动组织和队伍建设”

“建立和完善广场舞健身活动部
门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

其中，在“严格规范广场舞健
身活动行为”的内容中，《通知》明
确强调向广场舞健身活动中出现
的四类不良现象说“不”，其中包
括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
展广场舞健身活动；不得通过广
场舞健身活动非法敛财、传播封
建迷信思想；不得因广场舞健身
活动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
和居民正常生活；不得因参加广
场舞健身活动破坏自然生态、环
境卫生和公共场地设施，扰乱社
会治安、公共交通等公共秩序。

体育总局印发规范广场舞通知

向四类不良行为说“不”

曾在NBA打得风生水起的
詹宁斯和斯科拉恐怕不曾想到，
他们联手征战CBA的首场比赛
会败在一个24岁的中国小将手
里。首轮比赛，全场独砍42分
的丁彦雨航在仅剩2.9秒时命中

“准绝杀”，并封盖对手压哨投
篮，率末节一度落后15分的山

东男篮逆转取胜。
赛后，网上有球迷戏称“这

个叫丁彦雨航的外援，是专门来
CBA刷数据的吧”。而丁彦雨
航的“外援级”表现也证明球迷
所言不虚，场均得到28.6分的他
位居联赛得分榜第14位，是唯
一挤进前20席位的国内球员。

丁彦雨航打出“外援级”水准

而在决定胜负的读秒
时刻，能像丁彦雨航一样握
有最后一攻主导权的国内球
员更是少之又少，将球权交
给外援处理仍是联赛各球
队的主流选择。此外，联赛
刚刚开始，随着身体疲劳程
度累积、不可预测的伤病情

况等因素，国内球员能否一
直延续眼下的爆发态势还
有待观察。

尽管改写剧本暂无希望，
但对中国篮球和CBA联赛的
长远发展而言，临时“抢戏”成
功无疑是个好的开始。
（据新华社11月13日电）

临时“抢戏”是个好的开始除数据攀升、场上表现抢
眼外，国内球员的爆发还体
现在不少球队对外援依赖程
度日渐降低，曾经的外援“二
声部”正逐渐转变为集体合
唱。特别是在广东、辽宁、广
厦、新疆等队，国内球员均有
不俗的攻防能力，被俱乐部
和教练团队视作球队的核心
竞争力。而对外援的要求自
然不仅限于单打独斗，而更

强调能够融入、带动球队发挥整
体实力。

为国内球员“抢戏”成功喝彩
的同时，也需清醒地看到，长期以
来“外援唱主角”的CBA联赛剧
本不会就此轻易改写。点开
CBA官网的场均数据统计页面，
占据各项主要数据首页的仍以外
援为主，能够跻身各项数据前50
名的国内球员数量略有增加，但
仍没能成为主流。

外援依赖程度日渐降低

后卫位置上，眼下风头最
盛的并非早已成名的郭艾伦、
赵继伟等人，而是各项数据全
面爆发的浙江男篮队员吴
前。经国家队历练后，吴前目
前场均得到20.7分位列国内
球员第三名，稳坐球队核心位
置的他或将率领浙江队在新
赛季实现突破。

国内球员爆发，自然令不

少原本唱主角的外援戏份锐减。
布拉切因身体状态不佳返美康复
训练后，兵力告急的新疆广汇临时
签约前NBA球员肖恩·朗填补内
线空白。但挑起卫冕冠军内线大
梁的却是国内球员俞长栋，不仅场
均15分7.4个篮板的数据均高于
前来救场的肖恩·朗，攻防两端的
强硬表现更是新疆队力战辽宁、广
东时不可或缺的底气。

国内球员爆发令外援戏份锐减

有老将易建联做“定海神
针”，广东男篮虽值新老交替，
战绩却未见波动，连克上海、新
疆后稳居联赛次席。本赛季，
易建联场均摘下12个篮板位
列联赛第8位，23.6分的场均
得分在国内球员中仅次于丁彦
雨航。他与搭档外援尼克尔森
攻守兼备，且均有很强的策应
能力，是联赛中实力最为强劲
的内线组合。

不少技战术素养明显提高的
年轻球员均在新赛季迎来爆发。
第二年征战CBA的小将赵睿已
是广东男篮的主力控卫，场均得
到14.4分并能送出4.8次助攻，
较新秀赛季场均7.5分2.7次助攻
的数据均有大幅增长。不仅如
此，对抗好、移动快的赵睿还常被
用来盯防对手的小外援，高居联
赛第4位、场均3次抢断的数据
足以说明他的防守表现。

广东“一老一少”攻防俱佳

持续 5 个多月的断交风波
让质疑卡塔尔2022年世界杯赛
事主办权的声浪再起。卡塔尔
世界杯足球赛组委会秘书长哈
桑·萨瓦迪上周来到现代足球
发源地英国谢菲尔德市，表示
将帮助当地新建球场，呼吁各
界支持卡塔尔举办世界杯。

萨瓦迪承认，质疑卡塔尔
支持恐怖主义、为获赛事主办
权行贿、虐待劳工是目前卡塔
尔面临的三大挑战。

足球不是“政治工具”

今年6月，沙特阿拉伯、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等国以
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破
坏地区安全局势为由，宣布与
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此后，
这些国家支持的游说团体时常
质疑卡塔尔举办世界杯的资
格，社交媒体上也常常出现相
关匿名帖子。

阿联酋安全官员此前曾表
示，结束断交风波的唯一方式
是卡塔尔放弃2022年世界杯
主办权。一名阿联酋官员随后
在社交媒体发帖称“若要举办
世界杯，卡塔尔必须与极端主
义、恐怖主义断绝关系”。

美联社12日报道，卡塔尔
世界杯足球赛组委会秘书长萨
瓦迪对此回应说：“我们拒绝把
世界杯赛事当成政治工具，我
们认为体育不应与政治混为一
谈，而且体育是化解冲突的一
种方式。”

萨瓦迪还呼吁与卡塔尔断
交的国家参加世界杯，因为这
项赛事将使整个中东地区获
益。“卡塔尔一直保持开放态
度、愿意对话，”萨瓦迪说，“卡
塔尔一直支持我们的兄弟国
家，实现共享世界杯这个目标，
仅需简单的对话。”

世界杯助“推进改革”

受断交风波影响，一些国
家对卡塔尔实施禁运和封锁。
卡塔尔不得不寻找进口建材的
新途径，世界杯足球赛场馆的
建设成本由此增加。尽管面临
挑战，萨瓦迪表示，世界杯赛事
的筹备不会受到影响。

“一些事件突然发生时，你
不会总是准备就绪；但是你可
以在很短时间内想到行之有效
的替代方案，”萨瓦迪说，“断交
风波发生后，我们很快找到了
B计划、甚至C计划来应对相应

的挑战。”
此外，卡塔尔在确保劳工

权益方面还面临提高透明度的
压力。美联社报道，一些劳工
权益监督机构指出，卡塔尔的
世界杯场馆建设工地出现“现
代奴隶”问题：一些劳工意外死
亡，一些劳工超负荷工作或与
雇主签订不合法规的合约。这
些劳工权益监督机构呼吁保证
劳工权益、提升处理这些问题
的透明度。

按照萨瓦迪的说法，随着世
界杯筹备工作推进，这些问题有
望得到解决，“举办世界杯赛事
是卡塔尔加速改革的推进器”。

支持谢菲联建新球场

萨阿迪此次到访的谢菲尔
德是现代足球发源地。当地居
民 160 年前成立足球俱乐部
时，球队创始人根本无法想象
足球会给远在海湾的卡塔尔带
来什么样的变化。

随着卡塔尔获得2022年
世界杯赛事主办权，大量投资
涌入、一座座场馆正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然而，谢菲尔德足
球俱乐部的“橄榄园”球场如今
却呈现出一片凋敝景象：没有

足够的看台供球队支持者观
战，年久失修导致球门门柱的
油漆脱落……

萨瓦迪上周表示，卡塔尔
愿意帮助谢菲尔德俱乐部筹集
资金，在“橄榄园”球场原址新
建一座可容纳6000人的球场
以及一座足球博物馆。

美联社报道，卡塔尔此举
是为了表明乐于承办2022年
世界杯的意愿。谢菲尔德俱
乐部主席理查德·蒂姆斯对来
访客人的帮助表示赞赏，说

“ 卡 塔 尔 是 新 兴 的 足 球 先
驱”。但萨瓦迪随后受访时强
调，支持新建场馆并非给卡塔
尔“贴金”。

“谢菲尔德足球俱乐部代
表现代足球的起源，但更重要
的是，它代表对足球运动的热
爱，”萨瓦迪说，“如果说这是我
们在证明卡塔尔有资格主办世
界杯，随他去好了。”

关键词：卡塔尔(Qatar)、谢
菲 尔 德 足 球 俱 乐 部 (Sheffield
FC)、哈桑·萨瓦迪(Hassan Al
Thawadi)、理 查 德·蒂 姆 斯
(Richard Tims)

（新华社特稿）

拒绝把体育赛事当成政治工具

卡塔尔力保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

CBA新赛季前7轮国内球员状态爆棚

临时临时抢戏抢戏还是改写还是改写剧本剧本？？

易建联

赵睿

丁彦雨航

据新华社伦敦 11 月 12 日
电 2017年ATP年终总决赛12
日在伦敦的O2体育馆开赛，志在
第七次夺冠的费德勒在首场比赛
中，直落两盘击败美国选手索克，
将他的连胜纪录扩大到11场。

36岁的费德勒面对25岁的
索克，第一局就实现破发，并以
6∶4拿下首盘。第二盘，费德勒
更是占据优势。在他浪费了5个
破发点后，比赛进入抢七大战，最
后“费天王”以7∶4获胜。

同组另外一场比赛中，20岁

的德国选手亚历山大·兹维列
夫在最后一盘1∶3落后的形势
下，逆转克罗地亚名将西里奇，以
6∶4、3∶6和 6∶4取得了个人生
涯第一场总决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之后，现场举行仪
式，为纳达尔颁发了象征年终世
界排名第一的奖杯。31岁的纳
达尔也成为历史上登上年终世界
第一宝座的年龄最大的球员。

今年是ATP年终总决赛总
奖金为800万美元，其中冠军奖
金254.9万美元。

ATP年终总决赛

费德勒首战告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