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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6 年的紧张筹备，第 13 届全国运动会
火炬将于本周日传递至“水滴”体育场——天
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全运会将由此拉
开帷幕。

在体育事业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本
届全运会上迎来诸多改革，精彩纷呈。本报记
者归纳梳理了3大亮点，带您一睹为快。

从“对接奥运”到“全民运动”

本届全运会的最大惊喜之一，就是广场舞
大妈等“草根”选手也可以登上全国最大的运
动会舞台。

在全运会开幕前，19个新增群众体育项目
已展开角逐。在这些项目中，既有龙舟、舞
龙、太极拳、国际跳棋、桥牌、健身气功、柔
力球等大众参与度高的项目，也有深受年轻人
喜爱的轮滑、攀岩、航空、航海模型等时尚项
目，更有普及度高的乒乓球、羽毛球、马拉松
等奥运项目的业余组赛事。告别“全运练兵、
奥运夺金”的定位，天津全运会回归“发展体
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初心，成为群众运
动健身的舞台。

不仅如此，国家体育总局还首次邀请华
侨华人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全运会比赛。
未 来 的 全 运 会 ， 不 仅 是 全 民 参 与 的 体 育 盛
会，还有望成为全球华人运动员的盛大集会。

当然，“全民共享”并非淡化竞技体育。相
反，在国际奥委会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项目
进行增设、调整后，本届全运会的竞技项目也
相应作出调整，所有奥运会新设小项中，除柔
道、小轮车外，其他均列入比赛日程。其中，
花样游泳、拳击、网球等项目于开幕前结束争
夺，而备受关注的田径、游泳、自行车、三大

球以及中国传统优势项目乒乓球、举重、射击
等赛事都将在开幕后的正赛期间进行。目前，
跳水赛事已先期展开角逐，将在开幕后的 8 月
28日收官。

从“金牌至上”到“拼搏无憾”

本届全运会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取消全运
会奥运金牌积分及全运会奖牌榜。全运会成
绩、金牌榜的排名，曾一度成为一些地方体育
部门的“政绩工程”。因“金牌至上”而导致的
丑闻严重影响到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取消奖
牌榜，无论是各省区市代表团还是运动员个
人，都能放下心理包袱，回归体育本身，放手
拼搏。

中国花样游泳标志人物蒋文文、蒋婷婷姐
妹在 2013 年全运会退役、2015 年结婚生子之
后，勇敢复出逐梦，今年全运会上毫无悬念地
夺得双人冠军；30岁的百米短跑名将张培萌将
在全运会上演职业生涯的谢幕表演。“真心舍不
得告别跑道，但拼过、搏过了，我也就心满意
足了。”……运动员内心更加坦然，代表团的身
上也少了压力。

本届全运会鼓励部分4人以下 （含4人） 项
目跨单位组队参赛，各省区市可以调动各自资
源和优势组建联队，既能调动各参赛选手和队
伍的积极性，也为奥运备战确立“强强联手”
的固定组合打下基础。同时，这些联队也将冲
击部分省区市的优势组合项目，为赛事增加更
多悬念。

体育运动的魅力，决非只在夺牌之时。每
个拼搏进取的瞬间都值得喝彩。传承发扬乐享
体育、拼搏无憾的精神，其意义胜过奖牌本
身。取消金牌榜的全运会，将赢得更多关注。

从“奢华排场”到“特色温馨”

开幕式上，全运会火炬如何点燃？这成
为最近全国老百姓讨论的热门话题。据悉，
本届全运会开幕式将以体育仪式为主，文体
展演为辅，更大限度体现体育的元素。

天津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深厚
的文化底蕴，是众多曲艺形式发源、兴盛和
发展之地，开闭幕式中也会最大限度地展现
天津地域文化特色。

开 幕 式 不 再 “ 烧 钱 ”，“ 讲 排 场 、 求 奢
华”的办赛模式逐渐成为历史。通过办赛让
老百姓真正感受到体育的魅力，已成为全运
会新风尚。

目前，本届全运会各竞赛场馆都已建设完
毕，等待启用。为保证高效、安全及美观，多
项创新技术应用到了全运场馆建设中。据场馆工
程部工作人员汤浩介绍，本届全运会共有 47 个
比赛场馆，在利用11个现有场馆的基础上，提升
改造15个场馆，并新建21个场馆，其中4个由市
体育局集中建设，10个分布在高校内，两个建设
在郊区，5 个由社会力量建设。这样的场馆布局
充分考虑了体育资源的节约和利用最大化，使比
赛场馆建设与高校教学、体育训练、全民健身活
动及体育产业发展相结合，提高社会参与度。

同时，准备周全的志愿服务也体现了天津
的人文关怀和温度。全运会组委会志愿者部部
长、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王凤透露，1.7万名
全运会志愿者全部就位，届时将遍布在47个比
赛场馆、全运村、接待站点等服务地点，工作
岗位涵盖竞赛支持、场馆运行、媒体服务、接
待服务、开闭幕式展演等赛事组织运行的各个
方面。

天津全运会开幕在即

三大亮点抢先看
本报记者 汪灵犀

联赛冠军：双雄争霸

上周末，联赛排名前二的球队——
广州恒大与上海上港一喜一悲。恒大虽
然失去了中场核心保利尼奥，但重新回
归球队的外援穆里奇发挥出色。凭借着
他的两粒入球，恒大客场3︰0击败上海
申花，继续领跑积分榜。

上海上港就没这么幸运了。作客贵
阳，球队在最后时刻遭遇绝杀，1︰2不
敌状态火热的贵州恒丰智诚。积分榜
上，上港已落后恒大 8 分，要想逆袭夺
冠，恐怕只能期待对手犯错。

本赛季，上海上港在联赛中多次赢
得积分反超的机会，无奈球队总在关键
时刻犯错丢分。如今在联赛仅剩 7 轮的
情况下，稳扎稳打、保持状态，坐稳亚
军位置，确保亚冠正赛席位，应该是上
港的务实选择。

尽管联赛夺冠有难度，但上港在亚
冠联赛和足协杯赛上依然有“复仇”恒
大的机会。此前，在足协杯半决赛首回
合，上海上港在主场历史上第一次击败
广州恒大，占得先机。而在联赛间歇期
间，上港与恒大还将在亚冠 1/4 决赛中
相遇，上演“中国德比”。

1个赛季、6次对决，如此赛程虽然
惨烈，但也说明粤沪两强已站稳中超联
赛第一军团。广州恒大霸气十足、经验
丰富，但人员老化、整体实力下降已成
不争事实；上海上港初生牛犊、力求颠

覆，但板凳厚度和球队气质尚需磨砺。
赛季未结束，两支球队在 3 个赛场的胜
负依然充满悬念。

亚冠资格：五强混战

中超联赛目前有 3.5 个亚冠参赛名
额，在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基本锁定联
赛前两名的情况下，联赛季军成了各支
球队的必争之地。

从目前的积分形势来看，排名第三的
山东鲁能与排名第七的北京国安只差3分。
这意味着，至少5支球队有冲击季军、进入
亚冠联赛的希望。未来的几轮比赛，5支球
队间的厮杀与争夺，将是联赛的最大看点。

5 支球队中，山东鲁能、北京国安和
广州富力都有过征战亚冠联赛的经验。
本赛季，几支球队的表现各有亮点。山
东鲁能经历了上赛季的蹉跎，在德国教
练马加特的带领下，重归强队行列，表
现一直稳定；北京国安低开高走，“救
火”教练施密特走马上任后，球队面貌
焕然一新，迅速迸发强队本色；广州富
力则是高开低走，不过随着主场战绩的
回升，华丽足球的风采再次绽放。对这
几支“老牌”强队而言，经验和稳定，或
许是冲击亚冠的强力武器。

河北华夏幸福与天津权健这两支去
年与今年的升班马，在教练与球员强力
升级后，整体实力激增。上轮联赛，河
北华夏在与北京国安的直接对话中获
胜，天津权健则在缺少两大外援的情况

下逼平长春亚泰。有佩莱格里尼与卡纳
瓦罗名帅光环的“加持”，加上拉维奇、
帕托等强力外援的冲锋，两队同样有望
成为亚冠联赛的新面孔。

保级名额：三国演义

相对于“争三”的扑朔迷离，保级
大战的局势则要明朗不少。23轮比赛结
束后，延边富德、天津泰达、辽宁开新
屈居联赛最后三位。不出意外，两个降
级名额将从这3支球队中产生。

其中，延边富德的局势最为凶险。
阵容厚度不足、保级经验缺乏，都是这
支年轻球队的“命门”。从攻防两端的数
据看，延边在进球和失球数据上都位居
联赛倒数第二。在保级的关键时刻，一
旦火力不足，就难以保持稳定的拿分效
率。要想最终上岸，球员们还得拿出拼
劲儿来，才能看到奇迹的诞生。

辽宁开新和天津泰达这几年已成为
联赛保级“专业户”。本赛季，两支球队
表现低迷，一直徘徊在降级区。其中，
辽宁开新防守丢球最多，天津泰达在进
攻端最为乏力。近期，两支球队都更换
了主教练，正式进入“保级时间”。

从赛程来看，辽宁未来将遭遇华夏、
上港、鲁能、权健等“争三”强队，保级形势
极为不利；而泰达的对手实力则相对偏
弱，且握有5个主场。不过，到了保级的关
键时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保级的悬念，
也许要到最后才能揭开。

亚冠资格保级名额争夺白热化

中超进入冲刺阶段
本报记者 刘 峣

上周末，本赛季中超联赛结束了第23轮的争夺。
本轮比赛结束后，中超联赛将进入间歇期。期间，中
国男足国家队将出征世界杯亚预赛的最后两场比赛。

目前，中超联赛还有最后7轮，已进入冲刺阶段。
无论对于冲冠、争夺亚冠还是力求保级的球队来说，
所有的悬念都将逐渐揭晓。

在首场比赛输给菲律宾队、外界看低等不利局
面下，中国男篮蓝队最终以第五名的成绩结束了本
届亚洲杯之旅。险胜伊拉克队、逆转叙利亚队，和
中国男篮以前参加 21 届男篮亚锦赛有 16 次夺魁的
骄人战绩比起来，这支由杜峰率领的年轻队伍在成
绩上似乎表现得并不令人满意。

不过，正如杜峰在带队参加这届亚洲杯前所说
的，这支队伍中除了周鹏、李根和郭艾伦打过奥运
会和亚锦赛外，其他人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进国家
队。新人加首次打国际大赛，出现一定的起伏和不
稳定是正常的。既然中国男篮选择组建红蓝两支国
家队、选择本土教练领衔、选择用亚洲杯练兵，那
就应该有“交学费”的心理准备。相信我们的球迷
对这支年轻的、全新的球队会有更多的宽容和支
持。

学而不思则罔。对于中国男篮国家队来说，如
何总结好这12个比赛日的经验教训，是当前应该做
的事。从这几场比赛看，有这么几点需要中国男篮
好好思考。

首先是核心接班。这支男篮国家队中，郭艾伦
无疑是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具备成为球队核心的
素质。然而，郭艾伦前后比赛状态的起伏说明，男
篮如果希望将郭艾伦打造为接替易建联的球队核
心，必须全面挖掘其能力和潜质，同时围绕他打造

好战术。
其次是挖掘新人。这几场比赛中，19岁内线新

星胡金秋敢打敢突，外线球员吴前关键时刻不掉链
子。这说明，男篮国家队中一些新人很有特点。应
该多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国际大赛中得到磨
砺，收获经验和成长。

还有一点是提高对抗程度。这届亚洲杯上，男篮球
员的罚球命中率偏低，队伍默契程度不足等都是问题。
其中，队员对抗能力不足让人印象深刻。一些队员由于
不适应国际赛场高强度的对抗，导致自身一些攻防动
作受到了影响。高强度身体对抗是现代篮球的发展趋
势之一，这要求男篮必须在今后训练中提高对抗强度，
球员要有吃苦耐劳的信念。

总之，蓝队在亚洲杯上输球没什么可怕的，
关键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中国是 2019 年篮球
世界杯的东道主，因
此已经自动获得参赛
资格，留给中国篮球
休养生息的时间大约
有两年。只要把握好
这难得的时机，坚持
走好自己的路，相信
中 国 篮 球 将 再 登 巅
峰。

男篮，坚持走好选择的路
彭训文

据新华社电（记者苏斌、王子江） 2017年世界
羽毛球锦标赛21日在格拉斯哥拉开大幕，两位中国
队选手林丹和石宇奇在首日较量中均直落两局战胜
对手，挺进第二轮。不过两人的取胜过程颇为不
同，林丹自始至终掌握场上主动权，胜得较为轻
松；石宇奇与对手两局均陷入缠斗，赢得有些惊
险。

五届世锦赛冠军林丹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66位
的苏格兰选手梅里利斯。第一次与梅里利斯交锋，
对手又是主场作战，林丹赛前准备得较为充分，他
用时39分钟，以21︰15和21︰10晋级第二轮。

林丹说，每个选手来到世锦赛的赛场，都希望
发挥最好水平，每一场球都会很难打，对自己而言
也是一样，要尽全力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四号种子石宇奇与首轮对手、爱尔兰人埃文斯
在今年的瑞士公开赛上有过交手。此番再度对决，
石宇奇的取胜过程要比上一次艰难很多。首局他与
对手一路战至 21 平，之后连下两分将胜利收入囊
中。

第二局的过程与首局颇为相似，石宇奇以22︰20
再下一局，锁定男单32强的名额。

上图：林丹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羽毛球世锦赛开幕

林丹、石宇奇晋级
羽毛球世锦赛开幕

林丹、石宇奇晋级

本报北京8月21日电 （记
者彭训文） 记者从21日在京召
开的中国重庆开州汉丰湖国际摩
托艇公开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7中国
重庆开州汉丰湖国际摩托艇公开赛将于10

月6日至8日举行。公开赛吸引了来自中
国、意大利、英国等20多个国家的200余

名摩托艇运动高手参加。据
介绍，本次公开赛将采用双
赛模式，即国际摩托艇公开

赛与全国摩托艇方程式（F4）公开赛同时
举办。

国际摩托艇公开赛走进重庆

航拍的“水滴”体育场——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据新华社电 第十三届全运会全运村
于 22 日正式开村。据全运村执行副村长
陈勇介绍，此次全运村占地 32 公顷，总
建筑面积达到 71.5 万平方米。村内设三
个独立分隔区域，分别为运动员村、技
术官员村以及媒体村。试运行的主要工
作也是围绕这样三个区域展开。

在全运村客房以及餐饮服务方面，

本次全运会采取招标模式，通过十数家
酒店竞标最终确定了中标酒店。其中餐
饮负责团队曾参与北京奥运会、深圳大
运会等大型赛事，具有较丰富的经验。

在医疗方面，先期设立的医疗救助
服务中心已正式运转，强化了 24 小时值
班制度，保证即便同时出现多起突发事
件也能及时有效处理。

全运村开村 运行状况良好全运村开村 运行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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