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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华丽之师
缘何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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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因电缆工程施工需要，现决定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9 年 3 月 13 日，封闭横琴新区琴海

东路（华策国际大厦路段）最左侧一条机动车道

及人行道。

特此通告

珠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18年11月9日

河北华夏幸福 2016
赛季升入中超后表现抢
眼，“升班马”在拉维奇、热
尔维尼奥的带领下收获半
程亚军。不过当时华夏主
力阵容国内顶尖，但替补
阵容短板巨大，这也给球
队后半程征战的失利埋下
伏笔。

少帅李铁下课后,球
队由“智利工程师”佩莱
格里尼接手。来到 2017
赛季，华夏在青训和公
益方面踏踏实实的努力
成绩卓著，佩公治下的
华夏高举“美丽足球”大
旗一时间难逢敌手，只
可惜亚冠资格争夺最后

时刻落败。
2018 赛季马斯切拉

诺、姜至鹏等大批球员的
加入，让华夏场上和板凳
的实力都有稳固和提升，
球队牌面实力可谓直冲中
超三甲。然而，前场火力
缺乏和球队缺乏磨合让他
们在前半程成绩糟糕，佩
莱格里尼的“美丽足球”戛
然而止。

科尔曼入主后将一切
拉回正轨，精炼实用的打
法让河北军团重获新生，
但经历动荡的球队心气却
再难提振，曾经只差毫厘
的亚冠资格也和他们渐行
渐远。

经历动荡

华夏不再幸福

在中国顶级足球联
赛迎来新王的高光时刻，
河北华夏幸福、广州富
力、天津权健等球队，相
看皆落寞。相比上赛季，
他们如今的表现可谓天
差地别:早早在亚冠资格
争夺战中出局，联赛成绩
低迷，更有甚者保级都要
捏把汗。曾引人注目的
中超华丽之师，缘何滑坡
至此?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
道：10日，由中国篮球协会
与中国教育学会、百胜（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珠海市体育中心、珠海
市篮球协会承办，珠海市
教育局篮球工作室和珠海
体中国家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协办的2018肯德基三人
篮球赛冠军挑战赛珠海大
区赛预赛（市级决赛）在市
体育中心篮球广场拉开战
幕。

2018年是肯德基三人
篮球赛举办的15周年，作为
国内目前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广泛的青少年篮球赛事
之一，肯德基三人篮球赛已
成功举办14届。在这十余
年的发展中共吸引了全国

50座城市4600多所学校的
200多万青少年球员参与其
中，成为青少年心目中一项
成熟的专业赛事，为国家培
养了不少专业的篮球运动
员。

肯德基三人篮球赛分
“班级联赛”和“冠军挑战
赛”两个阶段进行，其中第
二阶段的冠军挑战赛是“大
区赛”和“全国总决赛”的统
称，“大区赛”分为“大区赛
预赛”（即市级决赛）和“大
区赛正赛”（即省级决赛）。

自9月开始，我市10所
初中、10所高中近200支队
伍经过第一阶段近700场班
级赛的激烈争夺，20支班级
赛冠军队伍已顺利诞生，晋
级到11月 10日的 2018肯

德基三人篮球赛冠军挑战
赛珠海大区赛预赛（市级决
赛）。大区赛预赛的初、高
中冠军队伍，还将于12月代
表我市晋级大区赛正赛（省
级决赛），争夺晋级全国总
决赛名额。

经过46场激烈的比赛
后，初中组冠、亚军队伍分
别由珠海市第五中学（珠海
五中队）、珠海市夏湾中学
（蚊子队）夺得，高中组冠、
亚军队伍分别由珠海市实
验中学（高二20班队）、珠海
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珠海
一职队）夺得，两支冠军队
伍珠海五中队、实验中学高
二20班队将代表珠海市晋
级12月在广州市举行的省
级决赛。

2018肯德基三人篮球赛珠海大区赛预赛

市实验中学技压群雄
晋级高中组省级决赛

突破上篮 。 本报记者 朱习 摄

除了陷入低潮的两家
新贵，中超“美丽足球”的领
军者——广州富力本赛季
表现无疑更让人心痛。斯
托伊科维奇在执教富力后
球队改打352阵型，靓丽的
进攻保证球队场上获得了
更多的反击、更多的射门，
不仅在广州德比中不输，扎
哈维领军的富力在中超赛
场更是一时间“想打谁打
谁、想赢谁赢谁”。

斯帅给中国足球带来
的新变化正在为人称道之
时，本赛季富力的足球却愈
发无法入目:赛季初球队投
入不足，引援更可谓失败，
莫名放走攻防核心姜至鹏
以及曾超和叶伟超等人。
防守端以年轻球员黄政宇
为首的后防线赛季前半程

集体梦游，以至于后来球队
改打四后卫，进攻端随着扎
哈维状态的下滑和伤病，锋
线缺乏活力，球队没人能破
门。

在10月27日主场2:6
不敌权健后，富力交出了队
史的中超主场最大比分失
利。过去几个赛季基本能
实现“保六争四”任务的富
力，本赛季“美丽足球”陷入
沉沦着实让人痛心。

目前，执教中超联赛
100场的斯托伊科维奇已
和球队续约至2021年，斯
帅的进攻哲学无疑是富力
继续驰骋中超的重要砝
码。作为载誉的华丽之师，
富力、华夏、权健等球队也
需要在痛苦和反思中进步。

据新华社11月10日电

投入不足

富力“美丽足球”陷入沉沦

以中甲冠军身份升超
的天津权健，引援方面的
强势程度丝毫不差当年的
华夏，更为成功的是，2017
赛季他们在亚冠资格争夺
的读秒阶段战胜华夏。卡
纳瓦罗治下的权健充满朝
气，球队敢打敢拼。

来到2018赛季，首次
参加亚冠的中超二年级新
军创造奇迹打进八强，淘
汰两夺亚冠冠军的广州恒

大。不过，亚冠赛场的高
光没能护佑权健太久:随
着联赛争夺进入白热化，
双线作战让球队本赛季引
援不力的问题逐渐凸显，
教练组战术不得当在一些
场次也体现明显，核心球
员莫德斯特中途出走则给
了权健致命一击。多重矛
盾累加，时至赛季末，权健
游走降级区边缘也就不足
为奇。

引援不力

权健游走降级区边缘

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报
道：为丰富2018年纪律教育学习
月活动内容，开展丰富多彩的特
色廉政文化教育，11月10日，由
市文联主办、市文联党支部、市书
法家协会承办的“传承良好家风
倡导廉洁修身”家规家训书法作
品展在珠海特区画院举行，市纪
委、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书法
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此次活
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展出作品
50余件，包括历代名人家训，有孝
道、劝学、劝善、勤俭、励志、修养等

方面的格言、对联、诗词、警句等，
对于强化党员干部树立良好的家
风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
防线，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

据介绍，近年来，市文联和各
文艺家协会结合市文联文艺展示
月，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特色廉政
文化教育活动，使纪律教育学习
活动更有特色、更有亮点。今年
中秋节前，市文联和市作家协会
还组织开展了廉政家风庆国庆迎
中秋诗会等特色活动，希望借此
推动文联干部职工和文艺家加强
学习、加强实践，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
生命线，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作品。

传承良好家风 倡导廉洁修身
市文联举办家规家训书法作品展

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报
道：11月10日，由市美术家协会、
珠海特区画院主办，市美协中国画
艺委会、珠海特区画院美术馆承办
的“北江渔歌——大塘写生作品
展”在珠海特区画院美术馆开展，
吸引了大批美术爱好者前来参观。

据了解，为开阔画家们的视
野、丰富艺术创作内容、探索艺术
表现语言，市美协中国画艺委会
组织了17位国画画家前往具有
浓厚疍家文化特点的佛山市三水
区大塘镇进行为期三天的深入生
活写生创作。

据悉，大塘镇所处位置有北江

穿行而过，江水冲刷出一片适合渔
船停靠的浅滩，形成了当地水上人
家的聚居地，是有名的疍家风情
港。这里住着2000多名水上疍家
人，他们以船为家，仍保持着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捕鱼方式，
长期的工作生活形成了这里疍家
人独特的生活习惯和深厚的水上
文化。三天时间里，画家们用画笔
将疍家鱼米之乡的岭南美景展现
得淋漓尽致，也收获了一批拥有不
同审美追求和个性风格的作品。

据介绍，此次作品展共展出
书画作品58幅，展出时间为11
月10日-11月24日。

还原疍家风貌 展现岭南美景
“北江渔歌——大塘写生作品展”开展

演员正
在排练粤剧

《巾帼英雄
泪》。
本报记者
雁行 摄

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报
道：11月 9日，我市新编历史故
事红派粤剧《巾帼英雄泪》创排工
作启动仪式在市文艺大厦拉开帷
幕，市文联、市戏剧曲艺家协会以
及《巾帼英雄泪》主创人员悉数到
场，为作品站台。

据了解，《巾帼英雄泪》以南
宋时期，辛弃疾在四风闸起义抗
金，侠女刘汉英助他杀败金兵，两
人共投天平军为时代背景。描绘
了天平军失败，辛弃疾入朝为
官。刘汉英恨朝廷无抗金之意，
另寻报国之路，随后两人分道扬

镳。但辛弃疾入朝后，并未能实
现报国抱负，还要奉旨捉拿刘汉
英。一对有情人，从相慕、相识，
到相知、相爱，最后却要劳燕分
飞。

该剧目由市粤剧团出品，市
戏剧曲艺家协会协办。据主办
方介绍，创排红派粤剧《巾帼英
雄泪》是为了更好地弘扬粤剧
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
推动我市粤剧艺术人才阶梯的
培养工作，同时将“红腔”艺术
发扬光大，促进粤剧文化繁荣
发展。

促进粤剧文化繁荣发展
我市启动红派粤剧《巾帼英雄泪》创排工作

权健“杀星”帕托。

富力“双枪将”扎哈维。

华夏幸福中场
“发动机”拉维奇。

家规家
训书法作品
展，吸引书
法爱好者前
来观赏。
本报记者
雁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