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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 10 月，在中国将上演一场世界军人
的体育盛会——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在湖北武汉举办。此届
军人运动会的口号是“创军人荣耀 筑世界和
平”，这也将是中国首次承办世界军人运动会。

还有不到500天的时间，来自全球100多
个国家的万名军人将走出军营、齐聚江城，
在军运会的赛场上展现血性与个性，传递友
谊与和平之声。

如今，武汉军运会的筹办已经进入重要
阶段。届时，精彩的运动会将为全球观众带
来不同的赛事体验，为世界军人创造一流的
展示舞台。

进入“武汉时间”

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
主办的全球军人最高规格的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每 4 年举办一届，被誉为“军人奥运
会”。第一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为纪念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 50 周年和 《联合国宪章》 签署，
于1995年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此后，世
界军运会分别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意大利
卡塔尼亚、印度海德拉巴、巴西里约热内卢
和韩国闻庆举行。

虽然参赛者都是现役军人，但军运会的
竞技水平与精彩程度毫不逊色。不少奥运会
和世锦赛冠军都曾出现在军运会的赛场。除
军事五项、跳伞等军事特色项目外，各国军
人还将在篮球、游泳等项目中展开比拼。

2015年10月，在韩国闻庆第六届世界军
运会闭幕式上，武汉正式接过会旗，标志着
世界军运会进入“武汉时间”。多年前，武汉
就表达了申办军运会的意愿，随着基础设施
完善、办赛经验丰富、运营团队成熟，最终

如愿获得主办权。
首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对

武汉而言是一项重要考验。为了办好“走出
军营”的军运会，武汉军运会确立了“国家
支持、军地联合、军方主导、地方承办、社
会参与”的办赛模式，让军运会更多地面向
公众、影响世界。

据介绍，相对于以军方为主、相对封闭
办赛的往届军运会，第七届军运会承办主体
从军队变成军地共同承办，更大地发挥举办
城市作用；更多比赛场地设在军营之外，向
公众近距离展示军人的血性与个性；赛事影
响将从各国军营扩大到全世界，彰显“传递
友谊、共筑和平”的宗旨，使军运会更好地
成为军民融合的盛会。

创造多项“第一”

武汉军运会将创造多项“第一”：参赛人
员规模和竞赛项目历史第一；第一次在一个
城市举办所有比赛项目；第一次新建运动员
村……

据介绍，武汉军人运动会拟设竞赛大项
27个，包括羽毛球、篮球、足球、铁人三项
等25个比赛项目和网球、男子体操两个表演
项目，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其中，羽毛
球、乒乓球、男子体操、网球等 4 个项目是
首次进入世界军人运动会。既有奥运会竞赛
项目，也有空军五项、海军五项等军事特色
的竞赛项目，田径和射箭项目还有残疾军人

参加。
按照世界一流、对标奥运的标准办赛，

是武汉军运会提出的目标，但要想在较短的
筹备周期内实现目标并非易事。

场馆建设是最为繁重的任务。根据项目
设置，武汉确定了35个场馆设施。为了避免
浪费、节约时间，武汉确定 13 个场馆新建、
17 个维修改造、5 个临时设施。目前，包括
武汉体育中心主场馆、运动员村在内的场馆
设施项目，已有11个开工建设，所有项目将
于明年 6 月底前全部完工。值得一提的是，
武汉还发挥高校林立的优势，11所高校承担
13个场馆的建设任务。

在武汉市江夏黄家湖畔，占地27.8公顷的
军运村已经颇具规模。军运村公寓按照北京奥

运标准装修配置，三室两厅两卫的公寓可供4
至7人居住。在居住区内，共有30栋住宅建筑、
2200 多套住房，可容纳 1.1 万个床位。在公共
区、国际区、医疗区以及配套的训练、医疗、后
勤等服务中心设施齐全，将为参赛运动员与教
练员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服务。

日前，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席赫尔维·皮
奇里洛来华检查军运会的筹备进展情况，对中
方的赛事组织筹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中国在推动国际军事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和军队对赛事筹备工作
高度重视，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短时间内就取
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效。

实现军运惠民

相对于奥运会等世界性综合赛事，年轻
的军运会还处于成长与完善的过程中。对于
竞赛、场馆等赛事“标配”，历届军运会多数
没有统一标准或标准并不完善。因此，确立
未来军运会的标准，也是武汉军运会的一大
目标。

据悉，武汉在筹备过程中，各个项目场
馆技术标准、竞赛组织条款、竞赛器材清单
等，都与国际军体各项目负责人磋商确定，
固化为武汉标准。尤其是军事特色项目，很
多场馆的设计和运营布局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走出军营”的同时，武汉也在探索
通过各种方式，让军运会走进大众，实现军
民融合、军运惠民。今年，武汉市举办了城
市定向挑战赛、军民龙舟挑战赛、军体健身
操比赛、大学生军体拳 （操） 展示赛、琴台
音乐节军歌嘹亮合唱艺术展演、高校军体韵
动汇、羽毛球全国邀请赛等多项文体活动，
吸引军地相关单位及群众参与。

万名军人明年聚江城 共创荣耀赛场展风采

世界军人运动会相约武汉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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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单：难跨“两座大山”

由于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和韩国“一哥”孙完
虎的缺席，此次世锦赛男单项目的激烈程度有所不
及。其中，日本名将桃田贤斗和丹麦选手安赛龙是
男单决赛名额的有力竞争者。

桃田贤斗最近状态不俗，今年先后在亚锦赛和
印尼公开赛上斩获男单冠军。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
的卫冕冠军安赛龙则将镇守上半区，面对中国选手
的挑战。

此次中国羽毛球队的 4 名男单球员均处于上半
区，林丹、谌龙、石宇奇、黄宇翔等球员将先后对
垒安赛龙。其中，石宇奇和林丹还有可能在第三轮
提前碰面。

尽管中国队在不久前的汤姆斯杯上重夺冠军，
依然保持着不俗的整体实力，但在男单项目中，国
羽选手今年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其中，头号主力
谌龙在此前出战的 5 项巡回赛中，3 次遭遇“一轮
游”。相对而言，22岁的小将石宇奇是状态最好的球
员，在今年的全英赛决赛中，他击败林丹夺冠，并
在汤姆斯杯上取得6连胜的佳绩。国羽要想在男单项
目上跨越安赛龙和桃田贤斗这“两座大山”并不容
易。

女单：闯入四强就是胜利

在去年的世锦赛上，中国选手陈雨菲闯入半决
赛，站上了领奖台。但在本届世锦赛上，国羽女单
面临的困难不少。

国羽女单近年完成更新换代，但状态仍旧起伏
不定。在尤伯杯半决赛上，中国队不敌泰国队，34
年来首次无缘决赛，其中3场单打全部失利。要想在
短时间内迅速重振，并不现实。如果能够闯入半决

赛和决赛，对中国女单而言也是不错的结果。
此次代表中国队出战的何冰娇位于上半区，

陈雨菲和陈晓欣则位于下半区。其中，何冰娇与
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同区。在本
赛季参加的 6 项大赛中，戴资颖仅输过 1 场，共拿
下 5 个冠军，风头正劲。何冰娇若想闯入 4 强，将
面临巨大考验。而下半区的陈雨菲与陈晓欣则有
望在 1/8 决赛中提前相遇，如果接下来能够击败赛
会二号种子、日本选手山口茜，对小将来说将是
很好的历练。

双打：混双最有希望

3个双打项目中，国羽在混双项目上夺冠希望最
大。此次中国队派出 4对组合出赛，其中郑思维/黄
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曾在今年马来西亚公开赛决赛
中会师。由于卫冕冠军、印尼组合阿玛徳/纳西尔并
未参赛，只要中国组合发挥正常，拿下混双金牌应
无悬念。

男双项目上，卫冕冠军刘成/张楠以及“双塔组
合”李俊慧/刘雨辰同在下半区。如果顺利，这对

“双保险”可以确保中国队获得一张决赛门票。而在
下半区，韩呈恺/周昊东将挑战赛会头号种子、印尼
组合费尔纳迪/苏卡穆约。

女双方面，卫冕冠军陈清晨/贾一凡目前排名世
界第一，在上届世锦赛中曾帮助中国队实现史无前
例的 14 连冠。不过，日本女双近来的上升势头很
猛。在今年的全英赛中，日本队有4对女双获得八强
席位，3对进入四强。在亚锦赛上，日本队也包揽了
女双项目的冠亚军。中国女双要想实现 15连冠的伟
业，“凡尘组合”恐怕还有一番苦战。

国羽双打主教练张军表示：“去年，我们在世锦
赛拿到男双和女双两枚金牌，今年我们依然要全力
去争夺 （双打） 的三块金牌。”

世锦赛开打
中国羽球双打争金

立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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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李惠仪、易燕丹） 近
日，第十八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礼服交接仪式举行。本届亚运会礼服
由中国代表团礼服供应商九牧王设计
制作，不同于以往以红黄色为主的风
格，新发布的礼服采用孔雀蓝、云白

色作为礼服的主题色，既表达了年
轻、活力的风格，更象征着运动健儿
们充满信心、勇于拼搏的精神。

在仪式上，中国游泳名将徐嘉余
表示，自己在亚运会上的目标就是多
拿金牌、为祖国争光。“现在赛前备

战还是以积极训练来恢复自己的身
体，不管怎样都会全力打好这场比
赛。”徐嘉余说。

图为徐嘉余 （左）、刘湘在交接
仪式现场展示中国代表团礼服。

新华社记者 鲁 鹏摄

中国代表团亚运礼服亮相

据新华社电 国际泳联消息，为
期 8 天的 FINA 跳水世界青年锦标赛
近日在乌克兰基辅落幕，共有来自
42个国家和地区的230名年轻选手参
加比赛。中国队共收获 14 金 8 银 2
铜，名列奖牌榜首位。赖诗韵个人收
获三金，成为“多金王”。

在 14-15 岁组比赛中，赖诗韵先

后收获女子1米板和3米板桂冠；刘家
泠和何妍伟包揽女子10米台前两名；
龙道一宣告男子 1 米板的胜利；姚泽
霖和王泽蔚拿下男子跳台前两名；龙
道一和姚泽霖获得男子 3 米板冠、亚
军。

在 16-18 岁组比赛中，马瞳获得
女子 1 米板金牌；林珊和马瞳分获女

子 3 米板金牌和银牌；王宗源和李政
占据男子 1 米板前两位；张蕊和林珊
获得女子跳台金、银牌；练俊杰和李政
在男子跳台比赛中分获冠军和季军。

在14-18岁组的双人比赛中，赖
诗韵/刘家泠赢得女双跳台金牌；马
瞳/张蕊摘取女双3米板桂冠；李政/
练俊杰赢得男双跳台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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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电子竞技《绝地求
生》全球邀请赛于柏林当地时间7月
29日落幕，中国战队OMG以总积分
3425 分超越来自韩国、日本、澳大
利亚、土耳其、越南等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19 支战队，勇夺 FPP （第一人
称视角） 模式冠军。

来自全球 10 大赛区的 20 支顶尖
职业战队在 4 天的比赛中角逐 TPP

（第三人称视角）与 FPP（第一人称视
角）模式两项冠军，总奖金池高达
200 万美元（1 美元约合 6.83 元人民
币）。

以往的 FPS （射击类游戏） 大

型国际电竞赛事中，FPP 模式一直
被认为是中国战队的弱项、欧美队
伍的强项。但在本届赛事中，中国
战队 OMG 以统治级的表现碾压全
场，以拉开第二名 Liquid 战队 205
分 的 积 分 差 距 拿 下 FPP 模 式 的 冠
军。

中国电竞战队柏林折桂

2018 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7 月 30
日起在南京展开激战。首日比赛中，
以东道主之姿出征的中国球员均顺利
过关。不过，虽然享有在家门口作战
的优势，但对目前正处“低潮”的中
国羽毛球队来说，要想取得好成绩并
不容易。

林丹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