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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力量不散场

大运会进入“成都时间”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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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收获22金

本届世界大运会中，中国代表团共选派
运动员 198 人，参加了 14 个大项 144 个小项
的比赛。大学生运动员平均年龄22岁，来自
21个省区市的66所高校。中国队所获的22枚
金牌中，乒乓球和跳水两大优势项目就贡献
了18枚。

在乒乓球赛场，中国队包揽了全部 7 项
冠军，以7金5银3铜的成绩完美收官。这也
是中国队继2011年深圳大运会之后，第二次
横扫大运会乒乓球金牌。

女子选手方面，22岁小将王艺迪表现出
色，收获 4 枚金牌。上个月的香港公开赛
上，王艺迪一鸣惊人，4∶0完胜日本名将伊
藤美诚夺冠。来到大运会赛场，技高一筹的
王艺迪优势更加明显，毫无悬念地包揽 4 项
冠军。而在男子方面，21岁的于子洋同样斩
获 4 金，其中就包括同王艺迪搭档拿下的混
双冠军。

在跳水赛场，年轻的“梦之队”用实力
说话，在 15 个项目中获得 11 金 4 银。其中，
雅加达亚运会男子 1 米板亚军刘成铭，成为
大运会1米板和3米板“双冠王”。

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援助墨西哥的教
练马进带领墨西哥跳水队，在大运会上获得
了 4 枚金牌，取得了墨西哥跳水队参加世界
大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大运会的赛场上，
见证了中外体育交流合作的丰硕成果。

网球田径有惊喜

除了乒乓球和跳水外，中国代表团的其
余金牌分别来自网球、射击和田径。

在网球赛场，头号种子叶秋语/郭涵煜
击败中国台北组合夺得女双冠军，这也是
中国队 2001 年以来的首枚大运会网球女双

金牌。18 年前的北京大运会，李娜/李婷
组合获得网球女双金牌，由此开启了两人
在大满贯赛场的传奇表现。因此，很多球
迷期待年轻的叶秋语和郭涵煜在未来带来
更多惊喜。

中国射击队面对诸多世界顶级选手的

“围剿”，稳扎稳打，在本届大运会上收获 1
枚金牌和 1 枚银牌。其中，由王岳丰、张超
玄著、康政国组成的团队夺得男子10米气步
枪团体金牌，张博文在男子10米气手枪赛场
收获一枚银牌。

在田径赛场，中国队也有金牌入账。雅

加达亚运会女子万米季军张德顺在大运会女
子万米比赛中发挥出色，为中国队摘得一枚
金牌。而在男子4×100米接力比赛中，由江
亨楠、王煜、江杰华和禤达军组成的中国队
获得银牌，仅比冠军日本队慢了 0.09秒。此
外，中国队还获得了女子半程马拉松赛团体

银牌。
集体项目上，中国队亦有突破。中国女

篮小组赛 2胜 1负闯入 8强，可惜以 8分之差
不敌美国女篮。尽管如此，8 强也创造了 24
年来中国女篮在大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女足
赛场，中国队同样闯入 8 强，最终在点球大
战中先后惜败于爱尔兰队和韩国队，获得第
六名。

对于中国年轻选手的表现，中国代表团
执行团长、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薛彦
青表示，此次出征的运动员中，学生运动员
比例达 81%，创历届最高，取得这样的成绩
实属难得。虽然年轻运动员在心理应变、比
赛经验方面有欠缺，但表现出的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国内外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成都筹办正忙

随着本届世界大运会的落幕，大运会正
式进入了“成都时间”。

在今年 3 月正式获得 2021 年大运会举办
权后，成都的筹备工作全面启动。据成都市
体育局局长熊艳介绍，成都世界大运会目前
已经确定了18个比赛项目，其中武术、赛艇
和射击将成为东道主的自选项目。

熊艳表示，成都目前已在 16 个区市县
遴选了 49 个场馆，作为未来大运会举办比
赛、训练以及备选的场馆，其中将近 30 个
来 自 高 校 。 高 校 场 馆 进 行 适 当 改 造 提 升
后，确保既能满足赛事需求，也能在未来
有效地被高校用作学生体育锻炼以及面向
全社会开放的场所。

薛彦青表示，随着中国在办赛方面的
经验越来越多，未来的突破口将是在学校
体育理念、学校体育遗产传承等“软件”
方面如何做出自己的特色，通过大运会带动
国内大学生高水平运动开展，促进学校体育
文化发展。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将于8月8日在山西
太原开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山西省举办
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为了
迎接这一体育盛事的到来，山西省在场馆建设、
生态治理、人员接待等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近日，笔者跟随二青会央媒采访团队来到
山西，见证了二青会筹备冲刺阶段的热烈场景。

增设非奥和跨界跨项比赛

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共设置了 49 个大项
和 1868 个小项的比赛，在数量和类别上开创了

“世界之最”。规模大、项目全、组别多，是二
青会的特点之一。

据山西省体育局局长赵晓春介绍，在项目
类别上，二青会在将东京奥运会的项目全部纳
入的同时，还纳入了许多非奥项目，如体育舞
蹈、中国式摔跤、龙舟等。除此之外，二青会
还开创了跨界跨项目比赛，将两个类别不同但
运动员素质特征接近的项目放在一起比，例如
滑冰和轮滑、滑雪和滑草等。

在参赛人数上，二青会的参赛人数将近 6 万
人，远远超过了首届青运会的参赛人数，也远超
奥运会、亚运会等世界级赛事的人数。

高科技手段融入赛场

本届二青会，山西共有10个市、9个县承办
比赛项目，可谓举全省之力办赛。

其中，太原作为主赛区，承担了开闭幕

式、青运村建设运行和 22 个大项 34 个单项 834
个小项的比赛。据介绍，目前太原市承担的 15
个场馆及配套工程项目建设任务已经完成，相
关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的青运村将很快入住第一
批运动员。

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将承办二青会水上运
动（赛艇、皮划艇、龙舟、桨板）项目的比赛。水上
运动中心位于汾河太原段综合治理三期工程蓄
水河段，在“形似帆船，流线动感”的整体外表下，
终点塔、媒体中心等建筑分布其中。

不少高科技手段也将融入到比赛当中。例
如，在龙舟比赛中，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将运
动员照片提前收录到系统当中。参赛时，运动
员只需要“刷脸”，就可以识别个人信息、参赛
号码等信息，大大节省了人工核对的时间成本。

此外，水上运动中心赛场还实现了场区监控系
统的全覆盖，既保证游客及参赛人员的安全，又保
障了赛场的指挥服务。

绿色办赛可持续

在太原西山奥申体育城郊森林公园，群山
环绕之中，4块红绿相间的足球场整齐排列着。

据介绍，这片足球场占地179亩，是太原奥申
体育森林公园的主体组成部分。4 块标准足球赛
场中，包括使用天然草皮的 1 个主赛场和 1 个附
属赛场，还有两个使用人工草皮的训练场，二青
会的部分足球比赛将在这里进行。按照规划，此
处还将陆续修建网球场、篮球场和儿童活动区。

奥申体育森林公园赛事负责人王喜彬说，

两年前，这里原本是太原市第一热电厂的粉煤
灰填埋场，再加上私挖煤矿、填埋工业垃圾等行
为，这里成了一个巨大的污染源。据悉，从2017年
开始，太原市政府在“绿化西山、发展西山、建设
西山”的规划下，开建太原西山奥申体育城郊森
林公园，建设以专业和群众体育运动为主题、兼
容休闲活动的体育公园为目标，将体育运动与自
然生态环境相融合，满足体育赛事、群众运动休
闲及娱乐活动的多层面需要。

运动员村有家的感觉

7月14日，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运动员村
正式开村。

位于二青会主会场山西体育中心南侧的青
运村，是集中招待、服务运动员的功能区，也
是此次二青会的地标性建筑之一。规划建设有
抵离中心、运动员餐厅、运动员公寓、医疗中
心、文化活动广场、文化互动展示中心、商业中
心、反兴奋剂教育拓展基地等相关配套设施。

笔者看到，在青运村内，红绿相间的步道穿
插在楼宇之间。空地处正在搭建舞台，据悉，二青
会期间，为运动员准备的精彩节目将在这里上
演。每个运动员公寓内有 4个房间，包含厨房、浴
室、卧室、客厅等功能区，桌椅、晾衣架、电视、洗
衣机、热水器、空调等设备一应俱全。

据悉，二青会期间，运动员村的单日接待
最高峰值将超过1万人，涉及的服务项目包括抵
离、住宿、餐饮、医疗、安保、志愿服务、山
西人文风貌和地方特色展示等方面。

当地时间7月14日，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闭幕。本届大运会，中国代表
团收获颇丰，共斩获22金13银8铜，位列金牌榜第3位。乒乓球、跳水等优势项目均有斩获，网球、女
篮等项目上也实现了突破。

2021年，第31届世界大运会将落户成都。继北京、深圳、台北之后，第四次来到中国的大运会将再
度吹起青春之风，将全世界大学生运动员的梦想与拼搏故事留在巴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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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李嘉、张寒） 中国花样滑冰
协会消息，2019年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首战暨
第十四届全国冬运会积分赛 7 月 15 日在海拉尔收
官，代表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参赛的名将金博洋
夺得男子单人滑冠军，他的队友安香怡则获得女单
冠军。

男子单人滑比赛中，两届世锦赛季军金博洋以
总分 275.76 分夺冠；时隔一年重返赛场的闫涵获得
亚军，成绩为 255.65 分；张鹤收获季军，总成绩为
203.69分。

本站比赛是金博洋的赛季首秀，他透露，因为
这套节目刚编完一个星期、正式训练了一个星期，
所以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这次参加比赛一是为了
找找比赛的感觉，另一个是通过比赛分数看看裁判
的反馈，之后进一步对节目进行调整。“现在两套节
目大概完成度在 50%左右。”金博洋说，“这段时间
先上体能，冰上的专项能力也会进一步调整。”

女子单人滑方面，安香怡以总成绩 204.96 分摘
得冠军；来自陈露国际滑冰俱乐部的阿什莉获得亚
军，总成绩为 147.25 分；重返女单赛场的李香凝收
获季军，总成绩为145.64分。

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是中国花样滑冰协会
于 2018 年推出的全新赛事，今年步入第二个赛季。
首站比赛共有450人次参赛，参赛规模创下纪录。

花滑俱乐部联赛首战收官
金博洋安香怡分获冠军

前世界最佳守门员卡恩
希望助力中国足球发展

据新华社柏林电（魏颀） 据德新社 7 月 15 日报
道，前世界最佳守门员、前德国国家队队长卡恩表
示，希望能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中国足球的发
展，并且深信在中国一定能发现苗子并培养出优秀
的守门员。

上周刚刚被北京体育大学授予客座教授称号的
卡恩谈到了他对中国足球发展的直观印象。“中国足
球正走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中国足球专业人士非
常理解，足球必须要靠自己，从内部发展。”卡恩
说，“我感觉到中国对此抱有雄心，潜力巨大。”

卡恩强调说：“一名好的守门员在比赛中能起
到决定性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这一
点。”基于对 2018 年俄罗斯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守
门员表现的分析，卡恩表示，如果守门员少犯两
个错误的话，很有可能中国队就能晋级俄罗斯世
界杯决赛圈。

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 青运村 张志强摄青运村 张志强摄

江杰华、江亨南、王煜、禤达军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摄

演员在那不勒斯大运会闭幕式上的“成都时间”表演。 新华社记者 郑焕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