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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围棋名人战8强诞生

本报电（刘峣、管若寒）“嫘祖杯”第32届中
国围棋名人战 16强赛近日在中国棋院战罢。在两
位世界冠军的对阵中，范廷钰战胜唐韦星晋级。
此外，3位“前名人”连笑、江维杰也分别战胜对
手晋级8强。此外，李维清、童梦成、辜梓豪、陶
欣然和许嘉阳也顺利闯入下一轮比赛。

中国围棋名人战是围棋传统专业赛事之一，
也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唯一一项体育赛事。从
1987 年创办至今，中国围棋名人战共产生了包括
刘小光、马晓春、周鹤洋、邱峻、古力、江维
杰、檀啸、陈耀烨、连笑、芈昱廷在内的 10 位

“名人”。
本届围棋名人战由人民日报社、中国围棋协

会共同主办，人民网、人民日报体育部承办，中
共盐亭县委、盐亭县人民政府协办，人民体育独
家运营。

男子4×100米：选好第四棒

在男子4×100米决赛上，苏炳添领衔
吴智强、谢震业、梁劲生参赛，最终跑出
38秒16的赛季最好成绩，仅以0.01秒之差
错过领奖台。比赛的前三名被巴西队、美
国队和英国队夺得。

这支接力队的实力不可谓不强——百
米突破10秒大关的苏炳添和谢震业自不必
说，担当首棒的吴智强实力同样不俗。他
在雅加达亚运会上收获铜牌，是中国男队
首个具备 10 秒 1 能力的第一棒。决赛上，
吴智强的起跑反应时为0.137秒，在全部8
支参赛队中排在并列第二。前三棒后，中
国队一度领跑，这在世界大赛上也是从没
有过的。

相较于人员稳定的前三棒，中国队目
前的最大短板在冲刺棒。张培萌退役后，
中国队在最后一棒上尝试了多个人选：
2017年世锦赛派出了梁劲生，亚运会上的
第四棒是许周政，亚锦赛的最后一棒则是
江亨南，3名小将都有百米跑进10秒20的
水平。此次参赛的梁劲生，此前曾跑过
二、三棒次，再加上有世锦赛的参赛经
验，或许因此得到了出场机会。

0.01 秒的差距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世锦赛上，除了欧美诸强，中国接力队还
要同日本队较劲。日本队近几次大赛屡屡
战胜中国队，此次接力赛虽然因接棒失误

无缘决赛，但身为亚洲纪录保持者，整体
实力不容小觑。

距离世锦赛还有 4 个多月的时间，在
前三棒较为稳定的情况下，中国队仍有时
间考察和选择“第四人”。随着更多青年
才俊的涌现，这个“甜蜜的烦恼”恐怕还
要持续一段时间。

男子4×200米：莫有雪回归

相比于4×100米接力的四平八稳，中
国队在男子4×200米上的表现则有些出乎
意料。决赛中，尽管出现了交接棒失误，
但中国队仍然跑出了 1 分 22 秒 81 的成绩，
排在第六。而在此前的预赛中，中国队以
1分21秒70的成绩创造了亚洲纪录。

本次比赛，中国队派出了莫有雪、骆
文熠、别舸和林俊泓 4 人出赛。这个年轻
组合虽然成军不久，但已经显露出不俗的
潜力。

其中，世少赛冠军莫有雪的回归最令
人感动。2015年北京田径世锦赛，莫有雪
与张培萌、苏炳添和谢震业组成的接力队
摘得4×100米接力银牌。不过，由于状态
下滑，此后莫有雪逐渐淡出国家队。尽管
如此，他仍然保持着较高的训练强度和参
赛频率，终于为自己赢得了重回国家队的
机会。

在4×200米接力预赛上，莫有雪依旧
站在首棒的位置，他与小将骆文熠搭档的

前半程也十分强势，几乎咬住了奥运冠军
范尼凯克领衔的南非队。担当三、四棒的
别舸和林俊泓也跑得平稳，最终打破了亚
洲纪录。尽管 4×200 米不是奥运会项目，
但在多哈田径世锦赛上，中国队还是有希
望在该项目上冲击更好成绩。

女子接力队：不留遗憾

女子 4×200 米比赛，梁小静、韦永丽、
孔令微、葛曼棋组成的中国队以 1 分 32 秒
76的成绩获得第二，同样创造了亚洲纪录。

事实上，中国女队的主要目标原本是
4×100米比赛。在此前的亚锦赛上，中国

队跑出了42秒87，并夺得冠军，这一成绩
排名本赛季世界第二。但在此次接力赛预
赛中，中国队的一二棒梁小静和韦永丽交
接时出现失误，成绩被取消。

尽管出师不利，但长期的集训和磨
合，奠定了这支接力队的默契程度和抗压
能力。随后，以相同阵容出战的 4 人组合
在4×200米比赛中打破了两年前创造的亚
洲纪录。虽未通过此次比赛赢得世锦赛入
场券，但以最好成绩闯入多哈，已没有太
大悬念。两年前的伦敦世锦赛，中国女队
就曾因交接棒失误无缘4×100米决赛。在
接下来的备战中抓好细节、不留遗憾，应
当成为女队的重点。

全面参赛要出彩

北京2022年奥运会共设7个大项、15个分
项和109个小项。2018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纲要》明确提出
“全面参赛、全面突破、全面带动”的目标。

一段时间来，我国冰雪健儿继续刻苦训
练，在各项赛事中奋勇争先。2019年花滑世
锦赛，隋文静/韩聪夺得双人滑项目金牌，巩
固了中国队在此项目上的优势。武大靖在去
年 11 月世界杯盐湖城站男子 500 米决赛中，
以 39秒 505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了他本人在
平昌冬奥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

在曾经的弱势项目和新开展项目上，中
国运动员也取得了突破。2018—2019 赛季钢
架雪车世锦赛上，耿文强、闫文港双双排进
前 20 名闯入决赛轮，突破了世锦赛排名纪
录；今年 1 月，孟繁棋在世界冬季两项青年
锦标赛中以绝对优势获得青年组女子 12.5公

里个人项目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登上
该项目世青赛青年组的冠军领奖台。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此前的誓师
大会上表示，北京冬奥会备战形势严峻，备
战任务艰巨，备战时间急迫。他强调，要实
现北京冬奥会“办赛精彩，参赛也要出彩”。

场馆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今年 1 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河北
省张家口市和北京市延庆区考察北京2022年
冬奥会筹办进展时表示：“所有计划都在按部
就班进行。我们非常确信工程按时完工和冬
奥会的成功。”

截至目前，北京赛区、延庆赛区及配套
基础设施的52个项目已开工建设44项、开工
率达85%；张家口赛区的76个项目已开工67
个、完成4个。

作为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工程，被称为
“冰丝带”的国家速滑馆已经进入冲刺施工阶

段。这座拥有 1.2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冰面、
在世界体育场馆中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
马鞍形索网屋面的场馆，将在今年年底实现
封顶封围。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也已进
入“水变冰”的实质性改造阶段。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和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两座新建竞赛场馆位于延庆赛区。其中，高
山滑雪中心施工的最大难度是在保证当地生
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高标准作业。据
悉，速度赛道目前土方量已经完成 80%，预
计今年秋季将达到测试赛的要求。

张家口赛区是北京冬奥会主要的雪上比
赛赛区之一，将举办51个小项的比赛。赛区
中的云顶滑雪公园 U 型槽、坡面障碍技巧、
平行大回转 3 条赛道已完工；障碍追逐、空
中技巧、雪上技巧赛道土方开始施工，将于
今年年底建成并达到测试赛要求；古杨树场
馆群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国家越野滑雪中
心、国家冬季两项中心及张家口奥运村也将
在今年年底全部完成主体工程。

赛事测试逐渐展开

为了进一步提升办赛水平，北京、延庆、张
家口赛区在上个雪季承办了多项国际赛事。今
年4月，2019年国际冰联女子冰球世锦赛甲级B
组在首钢冰球馆举行，这是北京成功申办冬奥
会后举办的最高级别冰球赛事。一系列国际高
水平赛事的举办，对各个赛区积累办赛经验、锻
炼人才队伍、检验筹办成果起到了关键作用。

今年10月，北京冬奥会筹办将由专项计
划阶段转入测试就绪阶段。2020年2月，“相
约北京”首场测试赛——高山滑雪世界杯延
庆站比赛将在延庆赛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
举行。首场测试赛将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正式举办奠定基础。

5 月 10 日，《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志愿服务行动计划》 正式发布。据了
解，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共设立 5 个志愿
服务项目，备受瞩目的赛会志愿者项目将

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启动。

冰雪热情持续升温

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办2022年冬奥会时，提
出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承诺和目
标。3年多来，全国各地积极开展冰雪运动的普
及推广，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持续升温。

2018年11月，第五届大众冰雪季启动仪
式在上海举行，冰雪季首次走出北方。这是
推进冰雪运动四季拓展、“南展西扩东进”的
实践，对“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起到了积
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018 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滑雪场已达 742 座，分布
于全国28个省区市。去年，国内总滑雪人次为
2113 万，较 2017 年的 1750 万有了大幅增长。
有调查显示，我国目前累计参与冰雪运动的
人口达到2.7亿，约占总人口的24%，已经接
近“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总体目标。

爱奇艺体育发布内容战略

本报电（记者刘峣） 2019年爱奇艺世界·大会
“体育内容新趋势”论坛近日在京举行。活动当
天，爱奇艺体育宣布了以超级体育 IP、潮流运动
IP 和原创体育节目为核心的全新内容战略，并联
合国际赛事合作伙伴启动“梦想赛场计划”，多线
布局体育IP营销场景。

爱奇艺体育CEO喻凌霄表示，爱奇艺体育将
以三大内容为核心，从直播、点播、长视频、短
视频、图文资讯等多维度构建内容生态体系。其
中，平台将增加西甲、欧洲国家联赛、2020 欧洲
杯、法网、温网等全球影响大、受众广的赛事，
进一步丰富超级体育IP。

据悉，截至目前，爱奇艺体育已囊括 27项超
级 IP、超过 6000 场体育赛事直播、200 集以上的
国内外优秀体育纪录片以及 2 万多支潮流运动视
频。平台将深度挖掘体育市场的内容付费价值潜
力，计划在6月上线全新会员体系，针对泛体育用
户、垂直体育用户量身定制不同会员产品及服
务，满足个性化需求。

世界接力赛连破亚洲纪录

中国接力，世锦赛有戏
本报记者 刘 峣

2019 世界田径接力
赛近日在日本横滨落下
帷幕。派出全主力阵容
参赛的中国接力队连造
惊喜：女子 4×200 米夺
得 亚 军 并 打 破 亚 洲 纪
录；男子 4×200 米连续
两次创造亚洲纪录；备
受关注的男子 4×100 米
比 赛 ， 中 国 队 名 列 第
四，距离领奖台仅一步
之遥。

今年9月底，田径世
锦赛将在卡塔尔多哈打
响，东京奥运会的脚步
也越行越近。随着新人
涌现、磨合渐佳，中国
接力队期待在世界大赛
上有更多收获。

北京冬奥筹办加速

“千日”之行 始于足下
胡雪蓉 张 帆

5月10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0天活动在奥林匹克公园玲珑塔南侧广场
举行，标志着冬奥筹办工作迈入一个关键阶段。当天下午，冰雪项目国家集训队誓师
动员大会也在北京举行，与会国家集训队全体成员和冰雪工作者面向国旗庄严宣誓，
彰显了中国冰雪为国争光的坚定信念。

中国冬奥参与者带着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正为赶赴“双奥之约”积极奋
进、再接再厉。

5 月 13 日，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 2019 年瑞士
女排精英赛小组赛中，中国队首战以1比3负于日
本队。

图为中国队球员刁琳宇 （后右） 和王媛媛
（左） 在比赛中拦网。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瑞士女排精英赛

中国队首战负日本队

中国队选手梁劲生中国队选手梁劲生、、谢震业谢震业、、苏炳添苏炳添、、
吴智强吴智强 （（从左至右从左至右）） 在比赛后合影在比赛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杜潇逸摄摄

中国队选手韦永丽中国队选手韦永丽、、葛曼棋葛曼棋、、孔令微孔令微、、梁小梁小
静静 （（从左至右从左至右）） 在比赛后庆祝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杜潇逸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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