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0日， 2011加拿大罗杰斯杯网球赛女单第2轮， 彭帅因左腿疼
痛而退赛， 李娜不战而胜晋级第3轮。 图为李娜 （右） 赛后为专门前来
观看她与彭帅比赛的球迷签名。 新华社发

大运圣火谁点燃

据新华社深圳８月１１日电（记者
林德韧 王浩明）谁将点燃深圳大运
会主火炬？刘翔？孙杨？还是易建联？

一直作为核心机密被小心封存
的主火炬手依然扑朔迷离， 深圳大
运会组委会新闻发言人黄国强在１１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颇具神秘感地表
示，主火炬手人选为一名“优秀运动
员”。

从目前来看，刘翔的呼声最高，
有媒体在１１日早发布消息称， 刘翔
已经抵达深圳， 猜测其极有可能就
是开幕式上的主火炬手。

刘翔曾经参与过２００４年雅典奥
运会 、２００６年都灵冬奥会和北京奥
运会火炬传递。他在３月份进行的大
运会火炬手全国选拔活动启动仪式
时曾经表示 ： “这三次奥运圣火传
递，每一次都让我感觉此生无憾，是
难得的体验。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当
深圳大运会的火炬手。”

游泳好手孙杨也人气颇高 ，他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界游泳锦标赛
上拿金牌 、破纪录 ，人气一路飙升 ，
而他２０岁的年龄， 相较于２７岁的刘
翔而言更贴近以“青春”“活力”为特
色的大学生运动会。

此外， 男篮名将易建联也被认
为是主火炬手的有力竞争者。

深圳大运会开幕式将于１２日晚
拉开序幕 ， 谁将点燃大运会主火
炬， 也将在届时揭开谜底。

本报深圳8月11日电 （记者 邓
晶琎） 第26届大学生运动会将于12
日晚在深圳开幕。记者今日获悉，我
省共有12名选手出征大运赛场 ，他
们将参与射击、举重、羽毛球、田径
和男子水球等5个项目的角逐。

参加本届大运会的12名湖南选
手中， 女子飞碟多向射击世界冠军

杨唤实力强劲； 第十一届全运会男
子举重56公斤级总成绩银牌得主黎
立志志在必得；此外，男子举重69公
斤级选手肖明华， 两名女子举重选
手舒姣、罗丽琴，羽毛球选手陶勋、
胡文卿、石晓倩，男子三级跳远选手
董斌， 女子400米栏选手阮卓芬，和
男子水球选手李斌、陈继龙，都将在

各自项目中展现大学生运动员勇于
拼搏、积极向上的风貌。

深圳大运会共设24个大项、306
个小项的比赛。 参加本届大运会的
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804人，其
中运动员505人， 分别来自26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110所高校 ，将参
加24个大项、283个小项的比赛。

12名湘将出征大运会

刘翔呼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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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豪情激荡心间， 灿烂的笑
容绽放鹏城 。 8月12日晚 ， 第二十六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将在深圳拉开大
幕， 人们关注的目光聚焦深圳湾畔的
“春茧 ” 会场 。 这个讲着春天故事的
城市正期待着大学生运动员创出佳
绩， 分享光荣。 这场属于全世界年轻
人的盛会， 也将再一次写下绚丽的五
彩华章。

走过50多年历史的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 在深圳迎来了规模最大的一届
盛会。 青年是全世界的未来， 是各民
族的希望 。 大运会召唤人们关注青
年， 关心青年， 关爱青年。 年轻的深
圳已经为各国选手们搭建了一座全新
的舞台， 等待着他们展示拼搏的勇气
和智慧， 抒发激情与梦想。 同时， 深
圳将通过举办大运会， 向世界展示特
区人 “敢为天下先” 的精神风貌； 展
示开放、 多元、 包容、 创新的城市品
质； 展示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辉
煌成就。

“从这里开始 ”， 在深圳 ， 大运
会不断追求创新的理念得以延续并发
扬光大 。 全世界不同国家 、 不同地
区、 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汇聚中国南
海之滨， 播撒友谊的种子， 凝聚未来
的希望。 深圳大运会不但将在大运会
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会在
深圳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
影响。

“不一样的精彩” 来自大学生选
手们的勃发热情与美好向往 。 152个
国家和地区大学生体育代表团、 一万
两千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来到深
圳， 携着各自的祝福与期待， 踏上激
情四射的赛场， 展开一段难忘的人生
旅程。 这段旅程， 既有拼搏进取的共
同追求， 也有 “和而不同” 的多元文
化 。 青年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理解 ，
为世界带来更加美好的希望。 深圳将
呈现一届青春、 开放、 绿色、 科技与

和谐的大运会， 使得不同地区、 不同
肤色和文化背景的青年共享运动和人
文的精彩 。 同时 ， 深圳在大运会开 、
闭幕式和赛事相关活动的组织工作
中， 讲求简约、 环保， 回归体育、 回
归仪式， 激发更多人的参与意识， 与
国际潮流、 现代潮流更加吻合， 表现
出自信从容的心态和可持续发展的思
路。

举办大运会既是对深圳三十年改
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一次巡礼， 也是对
特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考验和促进 。
从 “深圳速度” 到 “深圳质量”， 作为
改革开放的 “排头兵” 和 “试验田”，
深圳正在经历发展方式的积极转变 。
大运会是一次对 “深圳质量” 的系统
尝试与解答， 由此留下的有形和无形
财富， 在推动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社
会方面将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深圳大运会的核心理念与国际大
体联的宗旨一脉相承， 更与城市蕴含
的文化基因深度契合。 第一次举办国
际性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深圳， 以一系
列创新做法 ， 体现了时代发展的呼
声， 凸显了青年对人类共同使命的担
当。 从北京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 到
广州亚运会， 随着一次次国际盛会成
功举办， 中国人积极参与和主办国际
大型活动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深圳大
运会， 定能赋予最新的城市色彩和时
代内涵。

当来自全世界的青年们欢聚在这
座充满生机的城市， 深圳因大运会更
上层楼 ， 大运会因深圳而更具光彩 。
从每个人的梦想到一座城市的梦想 ，
千万个梦想成真的过程中， 深圳大运
会必将展示 “不一样的精彩 ”， 书写
新的篇章。

热烈祝贺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圆满成功。

（载8月12日 《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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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足球热身赛
德国3比2巴西 意大利2比1西班牙
法国1比1智利 葡萄牙5比0卢森堡

19:30 中超 宏运VS恒大 新浪直播
20:00 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 CCTV5
22:05 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CCTV5

“以我个人的经验觉得，现阶段我留
在队里，对外教开展工作没有好处。”

———虽然马上就将下课， 足协依
然向高洪波发出了出任中方教练组组
长的邀请， 但是高洪波却婉拒了足协
的好意。谈及原因时，坦诚的高洪波给
出了如此答案。

“我不认为那里的环境有多么的差。”
———NBA结束停摆遥遥无期 ，众

多的球星难免有去海外联赛打球的念
头。 但是已经在CBA征战两个年头的
马布里却认为NBA的大牌球员无法适
应CBA相对落后的整体环境。对此，尼
克斯的小斯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认为
自己从小就从环境糟糕的街球场玩
起，适应任何环境都没问题。

沸沸扬扬的国足选帅终于有
了定论。 虽然西班牙名帅卡马乔
还未抵达中国， 但中国足协已经
与西班牙人达成了协议，并将在8
月14日（本周日）在北京召开新闻
发布会， 正式向外界宣布与卡马
乔签约的消息。 刚刚率国足1比0
战胜牙买加队的高洪波， 也在这
场热身赛结束之后，正式离职。

球迷：“高洪波不下课”

虽然下课的命运早已注定 ，
兢兢业业的高洪波依然认真地准
备着国足备战世界杯预选赛20强
的最后一场热身比赛。10日晚，1比
0小胜牙买加的结果皆大欢喜，当
比赛结束， 高洪波平静地在雨中
返回更衣室的时候，全场“高洪波
不下课” 的呼喊让这位带队两年
的主帅身影是那样的无奈。

与历届国足主帅相比，年轻的
高洪波取得了不俗的战绩，38场国
际A级赛中国队23胜11平4负，胜率
达 到 60.53% ， 不 败 率 更 是 高 达
89.47%。 收官之战的取胜也让高洪
波在卸任之际用六连胜的数据追
平了国足7年来最长的连胜。但是，
亚洲杯的小组未能出线，成为其两
年带队史中的最大“败笔”。

其实从足协与万达展开合作
的第一天起 ， 高洪波就已经被
“判 ”下课 。虽然高洪波带队的战
绩不错， 国内反对临阵换帅的声
音也此起彼伏， 签署了商业合同
的足协只能“按章办事”。

卡马乔即将走马上任，中国足
协依然为高洪波留了一个中方教
练组的位置， 却遭到了高洪波的
婉拒。“我不一定适合辅佐外教”，
但“两年多的（经验）积累，我们都
会全方面地提供”，有些“高傲”，又
有些豁达，高洪波离开了国家队。

卡马乔前景“扑朔迷离”

卡马乔，前西班牙著名足球运
动员，退役后成为教练。卡马乔球
员时代有过辉煌的经历，曾是西班
牙国家队和豪门皇家马德里的主
力左后卫。教练期间虽然执教过西
班牙和皇家马德里，但由于战术等
问题，战绩乏善可陈。但有人认为，
崇尚长传冲吊的卡马乔是目前国
际上比较适合国足的主帅，或许会
为国足带来意外的惊喜。

按照中国足协与卡马乔达成
的协议， 卡马乔将率领4名助手上
任，分别担任球队的助教、体能教
练和技术分析师。据了解，卡马乔
将在本周六抵达北京，紧接着会观
看中超的比赛。周日上午将在中国
足协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与中国
媒体见面。

在世界杯预选赛20强即将开
始之际换帅， 国足留给卡马乔的
时间不到一个月。据悉，国足将在8
月22日再次集训备战世界杯预选
赛20强赛。选择哪些球员，将是几
乎对中国球员一无所知的卡马乔
首先面对的问题。

中国足协临时换帅， 到底是
“痛下决心”， 还是遭遇 “金钱绑
架”，20强预选赛之后，答案将徐徐
展开。

“高家军”时代正式结束
中国足协周日将宣布卡马乔上任

实习生 王亮
本报记者 谭云东

据新华社深圳8月11日电 （记
者 刘东凯 孔博） 国家主席胡锦涛
11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会见了来华访
问并出席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开幕式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博科娃。

胡锦涛指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是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最大的
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众多，影响面
广，对促进世界各国教育普及提高、
科技发展进步、 文化传承创新做了

许多开创性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高度重视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合作， 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全民教育 、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等工作。

博科娃表示， 中国作为教科文
组织的重要成员， 积极参与该组织
开展全民教育等活动， 特别是在支
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方面同教科文组
织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教科文组织
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 希望双方进

一步加强合作。
据新华社深圳8月11日电（记者

刘东凯 郑天虹） 国家主席胡锦涛11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会见了国际大学
生体育联合会主席乔治·基里安。

胡锦涛指出， 举办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将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
的传播， 推动大学生体育运动在中
国和世界的发展和普及， 也将为世
界各国各地区大学生开展交流提供
重要平台。 在国际大体联大力支持

下， 在国际大体联大家庭成员共同
努力下， 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各
项工作准备就绪。 我们期待着第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取得圆满成
功。

基里安高度赞赏中国重视青年
体育运动事业， 表示国际大体联同
中国保持良好合作， 在华举办的重
大赛事十分成功。 国际大体联愿意
同中国继续加强交流合作， 共同推
动世界大学生运动发展。

胡锦涛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国际大体联主席

人民日报评论员

书写新的精彩篇章
———热烈祝贺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

8月11日， 在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女足小组赛间歇， 赛会吉祥物UU在场内大秀球技， 受到现场观
众的欢迎。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12日晚在深圳开幕。 新华社发

期待第26届大运会取得成功

8月11日， 在伦敦举行的羽毛球
世锦赛中，林丹2比0击败韩国选手李
炫一，晋级八强。 新华社发

新华社深圳8月11日电 第26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将于8月12
日在深圳湾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央
电视台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体育
频道、新闻频道、英语新闻频道、法语频
道、西语频道、俄语频道和阿语频道等9

个频道将直播这场以“回归体育 回归
仪式”为主要特点的开幕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
“中华之声”、“华夏之声”，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相关频道， 也将全程直播深圳
大运会开幕式。

中央电视台9个频道将直播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