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强争夺战好戏连台

本报玉山讯 （记者郁鑫鹏 通
讯员吴德强）7月 28日，玉山斯诺克
世界公开赛八强争夺战打响，当天
的比赛异常精彩，逆转、爆冷等好戏
接连上演，单杆过百更是频频出现，
给球迷带来一场场视觉盛宴。

当日的比赛，最受球迷期待的
莫过于世界排名第六的约翰·希金
斯与世界排名第十三的马克·威廉
姆斯之间的强强对决。比赛一开始
就充满火花，威廉姆斯开局手感颇
佳，先后拿下第一局、第二局，给希
金斯不少压力。但是以稳定著称的
希金斯，面对劣势局面稳扎稳打，不
追求高分，只求每局必胜，随后扳回
两局。中场休息后，希金斯发起反
攻，继第五局反超之后，第六局更是
一杆144分零封对手，率先获得赛点

局。在赛点局，威廉姆斯击打蓝色
球时意外炸进红球，给了希金斯机
会。最终希金斯实现连扳 5 局的大
逆转，以总比分5∶2挺进八强。

乌努·塔猜亚？冠军？经过三
轮比赛，这两个之前毫不相干的词
汇，如今已经成为不少观众的联
想。如果说昨天 5∶3 爆冷淘汰世界
第一塞尔比还有点幸运的话，28日
又以5∶0横扫麦克马努斯，则真正显
示了这匹“黑马”的强大实力。当天
下午的比赛中，塔猜亚一直保持强
大攻势，前三局3∶0领先，第四局更是
一杆过百直接拿下赛点。赛点局，
塔猜亚没有留给对手和观众任何悬
念，又是单杆104分拿下整场比赛的
胜利，干净利落晋级八强。泰国“黑
马”能否一黑到底？值得期待。

斯诺克世界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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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江西网球公开赛（以下简
称‘江网’）是一道‘网球盛宴’的话，那
么目前这道‘盛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 8 月 1 日大家来‘开席’了。”7 月
27 日，江西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副秘书
长、省体育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吕
少军说。

2014 年、2015 年，我省连续两年举
办了 WTA（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25K
系列的江西国际女子网球赛，今年的江
网更是属于巡回赛级别，是我省有史以
来举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网
球赛事。

球员整体水平上台阶

江网是 WTA 的一个国际巡回赛
事，赛事总奖金 25 万美元、冠军积分
280分，它比125K系列赛总奖金12.5万
美元、冠军积分 190 分提升了一档次，
更重要的是国际巡回赛允许世界排名
前 10 位的运动员报名参赛，这比 125K
系列赛只允许世界前 50名的球员参赛
显得“高大上”。目前，包括南昌在内，
国际巡回赛级别的网球大赛在我国只
有六站。据悉，组委会还与 WTA 签订
了协议，未来 5 年乃至 10 年 WTA 国际
巡回赛将落户南昌。

作为一项国际大赛，参赛球员的名
气与水平非常重要。“从目前球员报名
的情况来看，今年运动员的整体水平要
高于 2014 年、2015 年。”吕少军说。今
年的影响力球星当属意大利人斯齐亚
沃尼和来自斯洛伐克的汉图楚娃。汉
图楚娃是温网、澳网、法网和美网全满
贯混双冠军，3 次获得大满贯女子双打
亚军。斯齐亚沃尼曾获得过法国网球
公开赛女单冠军，她的最高单打世界排

名第四、双打世界排名第八。值得一提
的是，斯齐亚沃尼为了备战江网，主动
放弃了去里约奥运会的机会。

江西本土球员实力也上了一个台
阶。来自九江的郑妩双，过去是以外卡
身份参加江西国际女子网球赛，今年她
已进入正赛球员名单，这从一个侧面显
示江西球星的进步。她将参加单打的
比赛，还将与另一名本土选手孙旭柳搭
档出击女双项目。孙旭柳日前在昆明
举行的 ITF（国际网球联合会）网球赛中
获得单打前三名。

市场运营能力上台阶

今年，江网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悄然
发生了变化。主办方由2015年的国家体
育总局和江西省人民政府两家单位，变
成了由后者一家主办，承办方由去年的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江西
省体育局2家，变成江西省体育局、中国
网球协会、南昌市人民政府3家单位。

长期以来，各类大赛多是由政府或
部门掏钱举办，多注重社会效益，而产
业的意识不强、意愿不明显。2015年底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江
西网球公开赛列为三大品牌赛事之
一。“今年省体育局把江网当成一块‘实
验田’，从中努力探索江西体育产业发
展的一种模式，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

《意见》精神。”吕少军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省体育局正计

划组建体育产业公司，来具体运营各类
赛事。我们看到，江网虽然还没有完全
市场化，但正尝试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赛，最大限度

地通过创新、改革来逐步减少政府对赛
事的资金投入。

今年赛事升级，比赛场地自然也升
级了。原定场地改造经费需要几百万
元，但组委会只用了不到原计划的1/15
就完成了改造，还得到 WTA 官员高度
肯定。原来，正好有一家美国的网球专
业材料公司想赞助江网，双方一拍即
合，利用市场杠杆，组委会不仅省了材料
成本费，还省了运输费，他们只出了施工
的费用。在餐饮上，有一家国际连锁自
助餐饮企业给每一位购票观众提供一张
10元的充值券，同时，官员、裁判员、志愿
者近 3000套服装以及衣帽、鞋，2000多
箱饮用水也完全由商家赞助……

赛事影响力上台阶

据新闻价值专业评估公司对 2015
年江西国际女子网球赛新闻传播的监
控，7天的比赛，各类新闻媒体对其的新
闻报道共计 718 篇，总计 73 万字。经
专业公司的评估，赛事传播价值（ROI）
高达2000万元。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江网的宣传今
年可谓“铺天盖地”，力度远超过往年往
届。“天上飞的，地上和地下跑的，互联
网上的，都有江网的宣传。”吕少军说。
以国际赛事为平台和窗口，推介“江西
风景独好”，展示江西社会经济发展，是
江网题中应有之义。因此，赛事升级之
后的江网，赛事影响力也在水涨船高。

记者了解到，江西航空公司的航
班、南昌地铁、公交车站（站台）和公交
车，包括中国江西网在内的新媒体，今
年都有江网的宣传。今年还有两大亮
点，一是连续 7 天全程卫星实时直播，
二是连续 7天全程网络直播，均是江西

体育史上的首次。目前，卫星转播设备
全部到位。

为了吸引观众，组委会还与一家国
内著名的票务公司合作，8 月 1 日早上
将举办绕南昌国体中心的微马（微型马
拉松）赛事。过去，观众一般是直奔主
题到赛场看比赛，今年一合作企业为观
众组织了一系列网球嘉年华活动，观众
既能观赛又能享受休闲。

今年，赛场内外的电子屏由去年的
50 平方米增加到 200 平方米，届时，即
使没有球票的市民，也可以像温网、法
网一样，在场外通过大屏幕观看中心球
场的精彩赛事。

彰显江西特色上台阶

应该说，此前的网球大赛，江西在
赛事组织上不错，但是特色不明显。今
年，江网彰显江西元素的东西更多、更
充分。

日前，组委会与省红十字会组织网
球选手到乐安探望贫困留守儿童，赠送
球拍等体育用品。赛事期间的嘉年华
现场，将举行网聚爱心募捐活动。8 月
1日下午，将举办青少年网球推广活动，
由 15名青少年网球选手一对一辅导 15
名来自孤儿院、贫困家庭、失独家庭的
孩子打网球。据悉，这是 WTA 首次在
全球开展此类推广活动，可以说是江网
的“独家版权”。

今年，陶瓷文化特色在江网得到充
分展示，青花成为江网的主色调。另
外，在酒店，在赛场更衣室，有陶瓷作品
展示。在VIP贵宾休息室，将有景德镇
陶艺大师现场教球员制作碗、杯、盘、碟
等陶瓷，并现场烧制。在嘉年华活动现
场，也将有拉坯器，让球员与观众互动。

■ 本报记者郁鑫鹏 实习生钟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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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青年攀岩锦标赛江西选手获1银2铜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 通讯
员吕海）第九届全国青年攀岩锦
标赛7月28日在广州大学城体育
中心攀岩场圆满结束。

本届锦标赛为期两天，江西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青少年攀岩俱
乐部代表队9名选手参赛。谢
雨芳以 42 个点位的成绩获得
少年 B 组女子难度赛银牌、少
年B组女子攀石赛铜牌。郭孝
珍在青年组女子难度赛决赛

中，以34个点位的成绩获得铜牌。
据了解，今年 11 月份，2016

世界青年攀岩锦标赛将在广州大
学城体育中心攀岩场举行。届
时，江西选手段煜荣入选中国队，
将代表中国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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