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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攀岩锦标赛
江西一高校代表队夺2金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
攀岩锦标赛 7月 26日在贵州省贵阳市结束，全国
50 所高等院校的 400 余名运动员参赛，江西应用
技术职业学院代表队作为江西唯一的参赛代表
队，共获得2金1银。

在为期 4 天的比赛中，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
院代表队共有7名大学生参赛。正在该学院就读
工程测量专业的王礼丰，是我省会昌县人，在甲B
组（新人组）男子难度赛决赛中，成为该组别唯一
成功登顶的选手，最终他获得甲B组男子难度赛
金牌。正在该学院就读的西藏籍学生边巴扎西
获得丙组(高水平组)男子攀石赛金牌、男子难度
赛银牌，他是该组别唯一全部完成 4 条线路攀爬
的选手。

据介绍，此次比赛分为丙组(高水平组)、甲A
组、甲 B 组、乙 A 组、乙 B 组五个组别，难度赛、速
度赛、攀石赛三个大项。

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
江西9选手参赛夺5金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7月 26日从江西航空
运动管理中心传来喜讯，2016年全国航空航天模
型锦标赛 7 月 21 日至 26 日在新疆克拉玛依市举
行。江西航空运动管理中心航模队共获得 5金 2
银5铜的优异成绩。

我省 9 名选手参加其中 7 个项目，分别获得
F1A牵引滑翔机个人冠军、亚军及团体冠军，S9A
自旋转翼火箭个人冠军、季军及团体冠军，S6A带
降火箭个人冠军，S4A助推滑翔机火箭团体亚军，
F1B 橡筋动力飞机团体季军，F1C 活塞式发动机
动力飞机团体季军，F3K手掷遥控滑翔机个人季
军、团体季军。

据介绍，此次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
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航空运动协会等主
办，全国 28个代表队的 280余名选手参赛。江西
航空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于林平告诉记者，最近几
年，我省航模队伍得到较好发展，在全国比赛中
多次比出好成绩，航模水平处于全国先进行列。

本周末免费对公众开放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 实习生钟丽园）在江

西网球公开赛即将开幕之际，7月 26日记者从赛
事组委会了解到，本次赛事将 7 月 30、31 日设为
免费公众开放日，推出了一系列网球嘉年华活
动。据悉，开放日当天前往南昌国际体育中心的
市民，不需门票就可以获得和球星近距离接近的
机会，还可以享受各类娱乐活动“大餐”。

“大餐”之一是享受亲子水上乐园。据悉，主
办方用400吨水打造的水上乐园，集游泳、娱乐休
闲、亲子乐园等为一体，孩子们在这里不仅可以
体验水上滑梯的刺激，还可以欣赏文化动漫表
演。“大餐”之二是体验现场陶瓷制作。届时不仅
可以欣赏大师现场制作陶瓷艺术的表演，体验陶
瓷拉坯、彩绘、陶艺捏雕制作过程，市民们还可以
亲手制作自己心中最喜爱的陶瓷艺术品，感受陶
瓷产品制作的乐趣。“大餐”之三是欣赏露天音乐
盛宴。主办方为前往国体中心的市民们精心打
造了一场音乐节，一流的乐队、劲爆的音响、绚烂
的舞台，这样的“视听盛宴”值得体验。“大餐”之
四当属品尝国际大牌餐饮美食。届时现场将有
国际自助餐饮连锁企业带来的开放型、持久型的
美食盛会，不仅有巴西、韩国、泰国等世界美食，
还有国内各种风味的美食及啤酒畅饮。

记者了解到，公众开放日结束后，嘉年华活
动将继续开展。8月1日至7日，观众只需凭观赛
门票亦可免费享受。

环湖赛天水绕圈赛雨中落幕
新华社甘肃天水7月26日电 26日，第十五届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天水绕圈赛在雨中落
幕，除蓝衫易主外，各色领骑衫均没有变化。

本赛段全长 100 公里，共 8 圈，设 3 个冲刺点。
受降雨影响，车手们在比赛中格外小心，加上海拔
起伏不大、路况良好，整场比赛显得波澜不惊，最终
以集团冲刺方式结束。

意大利蓝波美利达队的马克·孔普以 2 小时
13 秒获得赛段冠军，意大利尼波－维尼凡蒂尼队
的马里尼·尼古拉斯、哈萨克斯坦永远维诺队的格
迪驰·叶午格尼分获二、三名。

蓝波美利达是本届环湖赛最顶尖的车队之一，
但到目前为止车手的个人成绩并不理想，仅夺得过
一个赛段冠军。

从第二赛段起就保有个人总成绩第一黄衫的乌
克兰科尔斯队车手布茨·维塔利，仍以33小时5分4
秒的总成绩排名第一，但形势已岌岌可危，仅领先第
二名拉格库迪·谢尔盖1秒。所幸，他俩是队友。

布茨·维塔利还继续保有象征冲刺积分第一的
绿衫。他在赛后说：“今天车队的目标就是保住我
的黄衫，明天是一个漫长的山路赛段，对我来说是
一大考验，我会尽全力继续保住黄衫。”

27日，环湖赛将迎来天水至平凉的第十赛段，
240公里的距离是各赛段中最长的。

指里约奥运剑

世界击剑的势力
版图在 2012 年伦敦奥
运会发生巨变，中国和
韩国联手摘下的 4 枚金
牌，使亚洲对欧洲的统
治地位形成了不小的冲
击。如今奥运会来到到““里里
约时间”，面对磨剑霍霍的剑霍霍的
欧陆诸强，，中韩剑客得来中韩剑客得来
不易的强者地位将遭遇者地位将遭遇前
所未有的挑战有的挑战。。

里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的击剑比赛
计划在划在88月月6日至14日进行，
将有来自将有来自 47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3213 名运名运动员争夺 10 枚金牌，
项目设项目设置方面三大剑种个人
赛 6 枚金牌，团体赛则未设
男佩和女花。中国击剑队
此番由伦敦奥运男子花剑
个人冠军雷声等 13 名运动

员组成，男花和女重两队获
得了团体赛的资格。
4 年前的伦敦，中国剑客用两

金一铜刷新历史佳绩，雷声称雄男
花个人赛和女重姑娘们的团体冠军
都具有“零突破”的历史意义。再战
里约，中国队大部分是奥运新人，参
加过奥运会的只有男花的雷声、马剑
飞以及女重的孙玉洁、许安琪，因此中
国队夺金重点仍由男花和女重承担，团
体赛是重中之重。

从整体实力上看，中国女重个人和
团体的争金把握要更大一些。由许安

琪、孙玉洁、、孙一文和孙一文和郝佳露组成的中国女
重队现世界排名第现世界排名第一，三名主力队员中许
安琪高居个人世界琪高居个人世界第一，孙一文和孙玉洁
分别位列第分别位列第 99 和第 15，她们三人也会在个
人赛中亮人赛中亮相。奥运积分赛期间，中国女重
夺得了含夺得了含金量最高的 2015 世锦赛团体冠
军，此外还在今年 5 月的国际剑联重剑世
界杯意大利站击败劲敌罗马尼亚夺冠。为
了更好地适应欧洲对手，女重姑娘们长时
间在欧洲拉练，在训练中经常和奥运级别
的选手过招，在技术和心理方面都给奥运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男花队以世界第五、亚洲第一的
成绩获得奥运资格。和伦敦奥运相比，男
花团体在朱俊、张亮亮和黄良财退役后实
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这支队伍由奥
运冠军雷声和现世界排名第三的马剑飞坐
镇，实战经验丰富但逃不过体能和伤病的
影响，如果奥运期间他们中有一人状态失
常，男花将举步维艰。好在21岁的新人陈海
威正在迅速成长，主教练叶冲经常让他在团
体赛打“收尾”，就是希望他早日能担大任。
个人方面，三人都有实力一搏，其中马剑飞
去年年底在意大利斩获大奖赛个人冠军，
用叶冲的话说，三人都“有希望，没把握”。

女重和男花之外的几个项目中，中国
选手都将在个人赛中亮相，孙伟和沈晨分
获男、女佩资格，乐慧琳和刘咏诗出战女
花，焦云龙独闯男重。由于缺乏奥运经验，
他们的夺牌前景并不乐观，最有希望带来惊
喜的是世界排名第六的沈晨，她在2015年世
锦赛上夺得一枚宝贵的铜牌，也曾在去年年
底的佩剑大奖赛波士顿站击败奥运冠军金

姬妍和世界头名韦利卡娅拿到冠军。
作为亚洲击剑实力的另一大代表，韩

国队的阵容在经验上比中国队更胜一筹，
大部分队员都有奥运经历。佩剑是韩国队
的争金重点项目，伦敦奥运会韩国获得了
男佩团体和女佩个人的冠军，在里约他们
也将派出最强阵容。

欧洲诸强之中，伦敦奥运斩获三金的
意大利是传统带头大哥，雅典、北京和伦敦
他们都排在奖牌榜首位。女花是意大利的
最强领域，在世界排名前十中占据三席。
昔日的女花女王韦扎利退役后，安·埃里戈
成为意大利女花的新领军人物，世界排名
第一的她在近 8站国际比赛中 5次夺冠从
未跌出前三。但是，目前欧陆击剑势头最
强劲的并不是意大利队，而是俄罗斯队。

国际奥委会决定不全面禁止俄罗斯参
加里约奥运会，对俄击剑队无疑是大喜
讯。刚刚结束的欧锦赛上，俄罗斯在12项
比赛中独揽6金鹤立鸡群，里约奥运会上他
们在男佩团体和个人、女佩个人上都有不
俗的争金实力。说到雪耻，以击剑为“国
术”的法国更为迫切，“高卢雄鸡”在伦敦奥
运会上，时隔52年之后奖牌数再次挂零，在
里约男子重剑是其最有把握争金的项目。

和俄法一样需要重整名声的还有美国
队，美国队在伦敦仅有1枚铜牌入账，和北
京奥运时的 1 金 3 银 2 铜相差甚远。男花
是美国冲击金牌的重点，在这个项目上美
国有三人高居世界前十，22 岁的天才选
手、现世界排名第一的亚历山大·玛西亚拉
斯将是最锋利的争金利器。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老男孩”的最后一搏
经历伦敦奥运会历史性的辉煌后，中国击剑
队在里约将迎来更艰巨的挑战。这支队伍
中，大多数人将首次踏上奥运赛场开启运动
生涯的新篇章，而对于 32 岁的雷声和马剑飞
来说，里约是最后一个追逐梦想的奥运舞台。

4 年前的伦敦，雷声和马剑飞一起一伏走
上了不同的人生轨迹。男花个人夺金后兴奋的
吼声，让雷声成为家喻户晓的奥运冠军；而另一
边，大器晚成的马剑飞在奥运“处子秀”中止步个
人赛八强，之后的团体赛也仅随队位列第七，失
望和纠结是他那届奥运会的主旋律。

然而，不同境遇中的两位同龄人在奥运会后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坚持还是离开？

马剑飞选择留下。2013 年 11 月，马剑飞加入
到里约奥运周期的新一届国家集训队中，可这时他
的身边已没有雷声、朱俊、张亮亮、黄良财这些熟悉
的面孔，一群20岁左右的小将成了他的新队友。和

年轻人相处的日子里，马剑飞在为个人梦想拼搏
的同时，心里也有了新的愿望。

2014年 4月，雷声也回来了。离开的那段
时间，功成名就的雷声在生活中可以更多

地陪伴家人，全身心投入学业，可放弃

击剑，告别奥运，对于有着 18 年击剑生涯
的他来说，舍不得。“我还是舍不得离开这
个赛场，想在奥运再展现一次自己。我选
择复出就不会后悔，会努力把它做好。”

“老男孩”重新踏上了逐梦之旅，付出
和艰苦自然随之而来。

为了里约奥运，雷声必须经受从冠军
奖台跌下的落差。顶着奥运冠军、世锦赛
个人和团体冠军这些响亮的头衔，重回国
家队的雷声在训练中有时会落在小将后
面，比赛里会输给以前能轻松战胜的对手，
里约卫冕看起来越发艰难，这是什么滋
味？雷声说：“不成功也是一种新的经历和
体验，2008年到12年我经历了成功的体验，
而成功到失败的体验也没什么不好的。”

马剑飞为“奥运梦”则是赌上了健
康。2014 年仁川亚运会期间他半月板撕
裂，此后便一直带伤比赛训练，长期的膝
伤又导致了大腿和踝关节的受损。马剑
飞长了张娃娃脸，容易让人忽视他性格中
的坚韧。中国队出征里约前，记者在训练
场询问他伤势如何，马剑飞回应“还是老

样子，奥运顶不住就打封闭”。
坚持的过程虽然艰辛，但好在努力终

究有所回报：雷声经历低潮后在 2015年世
锦赛拿到个人赛第五，此后世界排名稳步
上升如愿拿到奥运门票；马剑飞目前高居
世界第三，2014 年他荣膺年终第一，2015
年11月他在意大利斩获大奖赛金牌，这是
去年中国男子击剑队唯一的大奖赛或世界
杯级别的个人冠军。

憧憬里约奥运，雷声和马剑飞都表示
实现团体赛突破是最大心愿。提起奥运男
花团体，悉尼和雅典的两次与冠军擦肩而
过，无疑是中国击剑人心中难以抹去的遗
憾，如果能在自己的手中完成未竟的梦想，
那无疑是两位“老男孩”最好的告别礼物。

（新华社记者 王浩宇）

雷声雷声((左左))和马剑飞接受采访和马剑飞接受采访。。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 墨菲胜曹宇鹏

“稳定先生”卫冕之路再过一关
相关新闻本报玉山讯 （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吴德强）作为上一届斯诺
克世界公开赛的冠军，有着“稳定
先生”绰号的英格兰人肖恩·墨菲
此次能否在玉山公开赛卫冕世界
瞩目。继 7 月 25 日资格赛 5∶1 轻
取中国选手林杉峰之后，7 月 26
日下午墨菲又以 5∶2 突破中国小
将曹宇鹏的阻击，卫冕之路再过
一坎。

墨菲一度以攻守均衡、发挥
稳定著称。不过最近几年，他的
球风大改，嗜好犀利的进攻，风格
与特鲁姆普接近。值得一提的
是，他的战绩还很稳定，最新世界
排名进入到第 4 位。曹宇鹏在最
近的国内两项大赛中竞技状态良
好。他曾在斯诺克世锦赛战胜过
当时世界排名第 11 位的马克·艾
伦挺进 16 强。玉山之战，是二者
首次在大赛上交手。

比赛由曹宇鹏开球。可能是

紧张，或者是手感来得慢，开局后
一个难度不大的直线球曹宇鹏竟
然未打进，不但让自己进攻中断，
而且将大好局面拱手相让。墨菲
当仁不让，1∶0 先声夺人。第二
局，双方失误交替出现，曹宇鹏利
用墨菲在处理袋口球时低杆控球
失误，扳回一城。此后，墨菲用凌
厉的攻势掌控局面，相继拿下第
三局、第四局，取得 3∶1 的领先。
尽管第五局墨菲犯规加失误让曹
宇鹏再扳一局。不过，随后的两
局，英格兰人丝毫没有给中国小
将翻盘逆转的机会。他在第六局
两杆便取得 84 分，赛点局更是干
净利落，最终他以5∶2赢下该轮晋
级 32 强。下一轮，他的对手将是
吉米·罗伯逊。

面对接下来的对手，墨菲表
示比赛虽不好打，但他也不怕。

“稳定先生”能否再过关，值得关
注。

32强中国军团占6席
本报玉山讯 （记者郁鑫鹏 通讯员吴德强）7 月 26

日，玉山斯诺克世界公开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当
日产生的三十二强名单中，中国军团占了六个席位，由丁
俊晖领衔。

丁俊晖作为中国一哥，承载着中国球迷的夺冠期
望。当日在与罗宾·希尔较量中，虽然失误不少，但他始
终保持场面优势，先下两城之后，第三局更是一杆得分
71分零封对手。进入第四局，罗宾·希尔找回一点感觉，
以83∶40扳回一局。第五局，丁俊晖稳扎稳打，以78∶5率
先拿到赛点局。进入赛点局，丁俊晖始终保持大比分优
势，给对手强大心理压力，最终以大比分 5∶1跻身 32强。
他的下一个对手将是与他同龄的英国名将本·沃拉斯顿。

其他中国球员表现也很出色。18 岁中国小将周跃
龙 5∶1 战胜另一名中国选手黄佳浩，张安达 5∶1 完胜彼
得·艾伯顿，梁文博5∶2挑落詹姆斯·卡希尔，肖国栋战胜
斯蒂芬·马奎尔，涂振龙战胜卢卡·布雷切尔，携手挺进
32强。但是中国军团下一轮的对手相当强劲，其中不乏
贾德·特鲁姆普、尼尔·罗伯逊这样的名将，中国军团能否
一路凯歌，让我们拭目以待。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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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剑项目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