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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冠资格赛
本菲卡主场一球小胜

新华社里斯本8月7日电 葡超本菲卡队
7 日晚在 2018-2019 赛季欧洲冠军联赛第三
轮资格赛的首回合比赛中主场 1∶0击败土耳
其费内巴赫切队。阿根廷边锋塞尔维下半时
攻入全场唯一进球。

本菲卡此前两次主场对阵费内巴赫切均
取得胜利。本场葡萄牙足协主席戈麦斯等到
场观战。新引进的门将弗拉霍迪莫斯及 19
岁小将热德松首发出场。

本菲卡全场控球率超过六成，射门次数
17∶3遥遥领先对手，但场上僵局直到第69分
钟才被打破，阿根廷人萨尔维奥右路横传，塞
尔维右脚停球后左脚低射得分。随后塞尔维
亚小将日夫科维奇和西班牙前国脚索尔达多
分别代表主客队替补登场。卡斯蒂略和阿尔
梅达先后错过扩大比分的良机。本菲卡最终
主场一球小胜，在两回合的较量中占据先机。

双方次回合比赛将于8月14日移师伊斯
坦布尔进行。

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在昌举行
本报南昌讯（记者陈璋）8月8日，2018年

“威克多”杯全国羽毛球单项锦标赛在南昌市
国体中心举行。本次赛事是我省首次承接级
别最大最高规模的羽毛球赛事，由中国羽毛
球协会主办，南昌市体育局承办，将持续至 8
月15日。

据介绍，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北京、天津、
上海、江苏、江西、湖北、湖南、八一解放军等
24个单位近600名羽毛球选手参赛。值得一
提的是，代表八一解放军队参赛的李诗沣，是
我省交流输送到解放军羽毛球队的运动员。
他曾一路过关斩将，勇夺 2018年“威克多”杯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男子单打冠军，这也是我
省运动员首次登顶该组别比赛的冠军。同
时，李诗沣还获得了代表中国参加青年奥运
会的资格。

世界杯冠军成员归队“大巴黎”
新华社巴黎8月7日电 随着姆巴佩、金

彭贝与阿雷奥拉三名跟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
冠军的球员归队，法甲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
曼队7日进行了全队集中后的首次训练。

结束假期的三人先是在此前一天与其他
征战世界杯的球员接受了俱乐部的例行体
检，并于 7日正式回归训练场，球队还在训练
场上为三名球员举行了简短的庆祝仪式。

19岁的姆巴佩在俄罗斯世界杯上大放异
彩，帮助法国队第二次捧起世界杯冠军奖杯，
他本人也当选赛事最佳新秀。新赛季姆巴佩
的球衣号码将由 29 号改为 7 号，他在“大巴
黎”公布于社交媒体的一段视频中说：“球衣
号码反映出你的信心，希望能够成为什么类
型的球员。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 8月 8日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年纪念日，也是
我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这一天，2022年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启
动仪式也隆重举行。

虽然清晨的北京下起大雨，但在位于国
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之间的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上，近
5000 名健身群众依旧热情高涨。在他们的
见证下，北京冬奥又迎来一个里程碑时刻。

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
出席活动并宣布：“2018年全国‘全民健身日’
主会场活动开始，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发布启动。”

吉祥物是奥运会视觉形象系统与景观
设计的重要元素，是最受公众欢迎、最具纪
念价值的奥运品牌形象，也是最受社会关
注、最易于青少年参与的奥运文化活动。此
次全球征集时间为今年 8 月 8 日至 10 月 31
日。随后将经过专家评审、修改深化、社会
评议、法律查重和审批等程序，最终确定设
计方案，并计划于2019年下半年适时发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过现场大屏幕
视频向全世界发出邀请，他说：“快来参加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吉祥物征集吧。我们相信
你会设计出一个好玩的吉祥物，得到全世界
人们的喜爱，同时也很好地表现体育运动，
特别是冬季体育运动（的魅力）。”

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也通
过视频表示：“我邀请全世界的设计者，尤其
是年轻设计者，提交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吉祥物设计方案。这场体育盛会将
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和一个神奇的国家举
办。希望吉祥物能体现全世界人民对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的激情。”

短道速滑名将武大靖、射击奥运冠军杨
凌等 40 多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也前来助
阵。武大靖在接受采访时说：“希望北京
冬奥会的吉祥物可以代表中国，有中国风
和中国元素。希望更多专业人士参与到设
计当中来，让中国有一个最好的吉祥物展
现给世界。”

此次吉祥物全球征集将在全国中小学
生中开展“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
吸引青少年关注、参与北京冬奥会筹办工
作。其次，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和冬残奥会吉
祥物同步征集和评审，体现了“两个奥运同
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样精彩”的承诺。同
时，此次启动仪式借助了 2018 年全国“全民
健身日”主会场活动的平台，积极扩大影响，
降低活动成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国际奥委
会《奥林匹克2020议程》和奥运会“新规范”。

当天的活动现场，2022 名机关干部、企
业职工、社区居民表演了第九套广播体
操，展现了广大北京市民喜迎冬奥会的热
切心情。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全球征集启动

快来设计冬奥会吉祥物吧

本报南昌讯 (记者郁鑫鹏)今年的 8 月
8日，是我国第十个“全民健身日”。当日，由
国家体育总局主办，江西省体育局、南昌市人
民政府承办的2018江西庆“全民健身日”特色
示范活动在南昌县黄马凤凰沟风景区举行，
活动主题为“新时代全民健身动起来”。

据悉，此次活动既是全国全民健身日特
色示范活动的分会场，又是江西庆“全民健
身日”的主会场。当日，参加主会场活动的
2000 多名群众与全省 11 个设区市及 100 个
县（市、区）会场的群众十余万人上演了一场

“我健身，我快乐”的体育嘉年华。
当日的省主会场，彩球飘扬，音乐动

感。主舞台上平板支撑挑战和热身操的展
示，激起现场群众随韵律起舞。尤其是特色
示范体验区的农耕健身活动一派热闹景象，
参与举石矶活动的群众，个个都摆出了力拔
千斤的架势，有的比举起次数，有的比举起
的重量。挤棍示范体验区也是加油声阵
阵。参与的群众两两一对，各持长棍的一
端，弓步相向发力，奋力将对方挤出圆圈
外。此外，制茶炒青的沙沙声，打糍粑的撞

击声、抛秧苗的哗哗声、手推独轮车的吱吱
声，汇成一曲全民健身交响乐。最后，主会
场的 2000多名群众分成 3批，参加了全民健
身色彩健康跑活动。

据省体育局群体处副处长刘钢介绍，今
年的“全民健身日”，江西的农耕健身活动被
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全国十一项特色示范活
动之一，此项活动为江西首创。今年，我省结
合特色文化，重点展示举石矶、挤棍、制茶、打
糍粑、抛秧苗和手推独轮车6项群众喜爱又经
常参加的活动，目的就是要发动更多农民朋

友就近就简、因地制宜地参加体育锻炼，从而
推动全省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

据介绍，8月 4日至 8月 12日期间，全省
各地将举办200多项丰富多彩的全民健身活
动，将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
及，向群众发放《全民健身指南》等宣传材
料，邀请知名健身专家现场为群众讲解指导
咨询科学健身等活动。同时运用“运动银
行”等互联网平台，开展走路、跑步、广播体
操、工间健身等健身运动，支持群众参与“全
国智能体育大赛”。

8月7日晚，玉山一中体艺馆里坐满了赶来观看2018斯诺克世
界公开赛的球迷：不仅因为当晚“中国一哥”丁俊晖将进行他的32
强争夺赛，更因为他的对手是江西本土台球新秀袁思俊。

当晚，袁思俊一出场，观众席就发出一片惊呼声“太年轻了！”
可别小瞧这个 2000 年出生的南昌小将，他在当晚的比赛中，虽面
对的是自己的偶像丁俊晖，但他一点都不客气，一度 2∶0 领先，在
9 局 5 胜制的比赛中给丁俊晖一个下马威。尽管最终以 3∶5 的比
分不敌经验更丰富、心态更稳定的“一哥”，但是袁思俊的表现已
经在现场圈了“一大波粉”，连丁俊晖也在赛后为他点赞。“袁思俊
上半场确实发挥得很好，下半场的时候本来他有机会但可惜丢失
了，反而为我制造了机会。”丁俊晖说。

能够与丁俊晖在本土赛场对决，对于袁思俊来说意义非凡。
在国内斯诺克赛场，受丁俊晖影响走上台球道路的年轻球手不在
少数，袁思俊也是如此。2009年刚接触台球时，9岁的袁思俊还在
上小学。刚开始袁思俊接受的是半专业训练，一边在南昌上学，一
边进行台球训练。而他在国内的青少年斯诺克赛场的表现，让大
家看到了他非凡的天赋。2013年，袁思俊走上了职业斯诺克的道
路。袁思俊说，之所以做这个选择，是因为自己有一个成为世界冠
军的梦想，“我迟早要实现它”。

幸运的是，刚走上职业道路，袁思俊就收获了冠军和掌声：在
2012年底的四川公开赛上，年仅12岁的他从50名选手中脱颖而出
拿到冠军，此后，他不断收到专业训练机构的邀请。随后，2016年
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上，他连续爆冷战胜安德鲁·希金森和马
丁·古尔德两名世界顶级斯诺克球星，让世界球迷记住了这个来自
江西的“台球神童”。此次在本土参赛，袁思俊收到来自南昌的亲
友团和球迷的喝彩，尤其是玉山当地的球迷，在微信朋友圈里纷纷
转发对这名小将的肯定和祝福：“你是江西的骄傲，虽败犹荣，欢迎
明年再战玉山！”

江西庆“全民健身日”示范活动举行

新赛季排超联赛将调整赛制
新华社天津8月7日电 2018－2019中国

排球超级联赛筹备工作会议 7 日在天津召
开。记者从会议获悉，新赛季的排超联赛将
会有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其中赛制调整已基
本确定。

会议初步确定，2018－2019 赛季排超联
赛仍为男、女各 14 支参赛俱乐部，比赛时间
从 2018 年 10 月开始到 2019 年 3 月结束。与
上赛季联赛相比，赛制将有新的调整，第一阶
段分组赛采用分组单循环制；第二阶段排位
赛采用分组主客场双循环制；第三阶段交叉
赛按照第二阶段名次第一对第四、第二对第
三进行交叉赛，采用五场三胜制；最终的冠亚
军决赛，从七场四胜制回归到五场三胜制。

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竞赛部
部长蔡毅表示，新赛季联赛的主要变化将涉
及竞赛日期、赛制、运动员资格审查、境内外
运动员转会制度、场馆条件等多方面。

8月 7日，皇家马德里队球员本泽马（左）
与罗马队球员马尔卡诺在比赛中拼抢。

当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东卢瑟福举行的
2018-2019赛季国际冠军杯北美赛区比赛中，
皇家马德里队以2∶1战胜罗马队。

新华社记者 王迎摄

本报记者 钟端浪 实习生 夏华坤

8 月 8 日，省政府新闻办、省体育局、景
德镇市人民政府联合在南昌举行新闻发布
会，通报江西第十五届运动会（以下简称十
五运会）筹备情况。第十五届省运会是全
省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省内影响力最广的
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对我省体育事业发展
水平的一次集中检阅，对全省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将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届
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景德镇市人民政府
承办，开、闭幕式分别定于 10 月 28 日、11
月 5 日举行。

在新闻发布会上，十五运会的主题口
号、会徽、会歌、吉祥物、宣传画也正式发布。

设2060个竞赛小项

本届省运会的竞赛项目设青少年部、
社会部、学校部、机关部四大组别，共 50 个
大项，2060 个小项。单项竞赛地域分布涵
盖 9 个设区市、19 个县（市、区）和 7 所学
校，景德镇主赛区共安排 41 个单项竞赛，
不在景德镇市进行的有 67 个单项竞赛。

截至目前，机关部的登山、乒乓球比赛，学
校部高校组的羽毛球、篮球、排球、网球、
体育舞蹈、排舞、健美操、乒乓球比赛以及
高中组航空模型、航海模型、足球、健美
操、跳绳、排球的比赛，社会部的广场舞、
气排球、游泳、柔力球、航空模型、国际跳
棋、笼式足球、航海模型、轮滑、国际象棋
比赛，青少部俱乐部组的五人制足球、三人
制篮球、跳绳、踢毽、定向越野、拔河、武术
套路、武术散打比赛共计 34 个项目比赛已
经顺利结束。

社会部的健身气功比赛已于 8 月 7 日
开赛，将于 8 月 11 日结束。

竞赛改革四大变化

新闻发布会上，省体育局局长晏驹腾
说，与往届省运会比较，十五运会竞赛工作
有四大变化。

一是增设群众比赛项目。所设 26 个大
项中有 19 项于今年 2 月份开始陆续在县
（市、区）和设区市展开“我要上省运、健康
江西人”的选拔，并在此基础上组成设区市
群众体育代表团。增设群众比赛项目，目

的是为了扩大省运会的影响力，鼓励广大
群众直接参与省运会，促进全民健身运动
广泛开展。

二是可以跨界跨项组队。本届运动会
设置的部分项目，不受行政区划和部别、组
别限制，强强联合、自由组队。比如：各设区
市之间可以协商共同组队；青少部可以参加
高校部的比赛，高校部的也可参加青少部的
比赛。目的是调动各方积极性，进一步拓宽
培养和选拔优秀体育后备人才渠道，保持和
增强项目发展后劲，为江西竞技体育不断注
入源头活水。

三是增设俱乐部组。由各俱乐部组队
参赛。目的是充分发挥体育社团对全民健
身活动的组织和引领作用，吸引更多的体育
爱好者参与其中，不断扩大体育运动参与
面，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同时，通过调动和
借助社会力量开展项目业余训练，提高竞技
运动水平，盘活现有后备人才资源，拓宽体
育后备人才输送渠道，推动我省竞技体育发
展。

四是取消金牌榜。本届省运会只公布
单项成绩，代表团不设排名，不设金牌榜。

目的是避免锦标主义，防止“金牌至上”。

竞赛场馆全面升级改造

景德镇市人民政府市长梅亦介绍，围绕
竞赛项目对比赛场馆的要求，景德镇市高质
量、高标准全面完成新建改造升级体育场馆
11 个，其中，新建 7 个，改造 3 个，维修升级 1
个，做到既满足省运会比赛要求，又达到承
接全国单项比赛标准，还预留适宜晚间大型
文体展演所需灯光、音响管道接口等基础条
件。景德镇市体育中心将作为省运会主场
馆，总建筑面积 5万平方米，可容纳 19000人
共同欣赏开幕式盛况。

开幕式突出“运动+健康”

作为本届省运会的“重头戏”，本届省运
会的开幕式，将以“相约景德镇、丝路记忆、
红色基因、风景独好、逐梦新时代”五个篇章
为脉络，通过传统手法与现代“声、光、电”科
技手段相结合，突出运动+健康元素和体育
文化+陶瓷文化元素，展示璀璨争辉的赣风
鄱韵。

将不设金牌榜 鼓励群众直接参与

第十五届省运会十月相约景德镇

吴德强 本报记者 郁鑫鹏

袁思俊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