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实习生 王亮 通讯员 李璞） 第二届 “中国常
德·柳叶湖杯” 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开幕式今
晚在常德举行。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 人
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于宁 ， 省委常委 、 省委宣
传部部长路建平出席了开幕式。

本次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由人民日报社、
中国围棋协会 、 常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
比赛为期5天， 进行3轮淘汰赛 ， 最后的胜者
将获得世界围棋名人称号 。 本次参赛棋手为
中、 日、 韩目前的名人头衔得主 ， 包括中国
的江维杰五段、 日本的井山裕太九段 、 韩国
的朴永训九段。 井山裕太九段是第二次参加
争霸战， 他在去年的比赛中获得第3名。

本次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总奖金为60万
元人民币。 首先抽签轮空一人 ， 第一轮比赛
将在8月17日进行， 第二轮比赛8月19日进行，
由首轮败者对阵轮空者； 第三轮决赛将在8月
20日进行， 由前两轮胜者对阵 。 经过现场抽
签， 日本选手井山裕太与韩国选手朴永训将
在17日进行首轮较量。

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是首个多国参加的
名人争霸赛， 它的创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它把 “名人 ” 头衔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该项赛事在湖南的持续举办将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世界围棋事业和湖南本土围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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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谭云东 责任校对 彭扬 体育5２０11年8月17日 星期三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谭云东 ） 今
天下午， 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举办地在
万众瞩目中揭晓 。 经过形象宣传片展示 、
申办主题陈述、 投票等环节， 天津在5个申
办省市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举办权。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 “这次申办，
让我们感受到了我省与其他省市在场馆建
设等方面的差距 ， 但湖南从理念 、 形式到
内容的全新申办模式， 得到代表的认可。”

3轮投票， 天津胜出
本次申办 ， 共有天津 、 四川 、 陕西 、

湖南和湖北5个省市参加角逐。 为了获得举
办权， 申办省市都进行了精心准备 。 湖南
申办小组在陈述之前反复演练了好几次 ，

四川还请来了奥运冠军高敏助阵 。 经过抽
签 ， 湖南在申办陈述中紧随天津 、 陕西之
后第3位出场， 湖北和四川随后上场陈述。

代表湖南申办小组进行陈述的是省体
育局局长李舜 ， 他用了17分钟进行主题为
“湖南， 还体育一个快乐” 的申办陈述。 15
时左右 ， 各申办省市完成了陈述与宣传片
展示， 拥有投票权的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及
各司局负责人 ， 全国各省 、 市 、 自治区体
育局局长 ， 以及各行业体协负责人等80多
位代表开始进行现场无记名投票。

首轮投票， 天津获得最高的32票， 湖南
票数排在末尾无奈出局 。 第二轮 ， 天津的
票数上升到34票 ， 湖北票数最少被淘汰 。
第三轮， 天津得到45票， 票数超过半数， 获

得2017年第13届全国运动会举办权。 按照相
关规定 ， 投票结果确定的第13届全运会举
办地， 还将报请国务院的最终审批。

首次申办， 湖南无憾
据了解， 本次5个申办省市中， 湖南是

首次申办全运会， 湖北则连续第4次申办 ，
四川第3次， 天津和陕西都是第2次申办。

对于天津的胜出 ， 李舜表示 ： “我们
要祝贺天津获得举办权 。 通过第一次申办
全运会 ， 我们很好地展示了湖南的风采 ，
我们申办全运会从理念 、 形式到内容的全
新模式， 也得到了投票代表的认可。”

李舜认为 ， 天津获得举办权主要得益
于自身的综合实力 ， 特别是天津已经拥有

很好的场馆设施 ， 也有过多次承办国际 、
国内大赛的经验和能力 ， “湖南在举办全
运会这类大型赛事的场馆方面还存在欠缺，
比如说至今还没有一个万人体育馆。”

为了能够申办成功， 湖南、 湖北体育局
曾在今年4月份向国家体育总局递交了一份
《湘鄂两省联合申办第13届全运会的报告》，
但这次联合申办的请求被最终否决。

李舜表示 ， 联合申办的方式还是得到
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的认可 ， 只是报告
申请不符合程序 。 湖南有没有可能再次申
办全运会 ？ 李舜说 ， “现在谈这个还为时
过早 ， 但可以确定的是 ， 这次申办为我省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 也展示了湖南的特点
和优势， 应该说没有遗憾。”

第13届全运会花落天津

沙滩排球是首次进入大运会的比赛项
目， 却毫无疑问地成为大运赛场里最火热
的项目。 16日， 记者在位于深圳大梅沙的
沙排赛场感受到 ， 这里不仅可以饱览阳
光、 沙滩、 海浪的美景， 欣赏身着比基尼
的各国美女选手和沙排宝贝， 现场观众还
能和主持人一起互动， 让这个火热的夏季
更加 “热浪” 袭人。

“黑美人”火爆全场
在大梅沙沙滩排球赛场上， 每天都有

几十场比赛， 沙滩宝贝们几乎每场比赛都
要出场3至4次。 她们在现场劲爆音乐的伴
奏下， 与主持人一边打碟互动， 一边舞动
青春。 在她们的带动下， 全场观众似乎忘
记了现场的炎热 ， 一起高举双手扭动身
体， 让现场气氛更加火爆。

由于长时间与阳光 “亲吻”， 身材火
辣的沙排宝贝们晒成了 “黑美人”。 不过，
这丝毫不影响她们的敬业表演。 曾经参加
过亚运会体育展示的林文丽是这支30多人
组成的沙排宝贝队伍中的领头人之一， 她
告诉记者， “海滩上阳光毒辣， 我们都成
了黑美人。 但只要有比赛， 就有我们的身
影。” 林文丽说， 在沙排赛场的表演带给
自己更多的自信， “每次出场， 观众的欢
呼声和掌声总能给我一种激情， 让我全心
投入。”

观众大秀“防晒装”
大梅沙沙滩排球赛场连续3天的最高

气温达到34℃， 而沙温的最高值更是直抵
60℃。 这一系列 “恐怖” 数据， 也让沙排
场馆制定了抗暑的系列方案： 防晒霜、 遮
阳帽、 小扇子、 抗暑的药材汤等 。 此外 ，
每个办公室都备有预防中暑的药物， 广播
也在不停提醒听众： 如有不适立即到阴凉
的地方休息等。

与沙排场馆多方面的预防措施相比 ，
现场观众凭借严密的武装来抗暑 ， 遮阳
帽、 遮阳伞属于基本装备， 还有观众更是

演绎着风格各异的 “防晒秀 ”： 有观众不
仅穿上了长袖手套， 戴上了黑超眼镜， 还
用纱巾将头部裹个严严实实， 俨然在上演
本季节的流行趋势———“神秘风”。

（本报深圳8月16日电）

沙滩排球“热浪”袭人
这里除了阳光、 沙滩、 海浪， 还有火辣的美女拉拉队———

本报记者 邓晶琎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６日电 （记者 姬烨 ）
第七届城市运动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
会议１６日在北京召开 。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
鹏在会上表示， 本届城运会将取消公布金牌
榜和奖牌榜， 同时也将毫不动摇地对兴奋剂
问题实行 “零容忍”。

第七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将于１０月１６日至２５
日在江西省举行 。 刘鹏表示 ： “社会关注的
不仅是他们的竞技实力和水平 ， 更为关注的
是作为新时期青年人的综合素质、 文化素养、
道德作风和精神面貌表现如何。”

与此同时 ， 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取消公布
城运会的金牌和奖牌榜 ， 此举是为了让参赛
队伍树立正确的参赛观 、 政绩观和价值观 ，
把精力和心思真正放在青少年运动员基础训
练和人的素质全面培养上来。

沙滩排球宝贝是深圳大运会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报记者 邓晶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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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 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男子足球小组赛A组比赛中， 中国队以0比0战
平韩国队， 以小组第二晋级8强。 新华社发

8月17日
19:45 中超 广州恒大 VS 深圳红钻

新浪直播
20:55 大运会男子篮球

中国队VS罗马尼亚队 CCTV5
8月18日
02:45 欧冠资格赛附加赛
拜仁慕尼黑 VS苏黎世 CCTV5
05:00 西甲超级杯第二回合
巴塞罗那 VS 皇家马德里 PPLIVE

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
常德开赛

七城会取消金牌榜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６日电 （记者 姬烨）
在伦敦羽毛球世锦赛上包揽五金的中国羽毛
球队１６日凯旋 。 总教练李永波在机场表示 ，
伦敦奥运会的参赛人选将基本出自本次世锦
赛的阵容。

在出征伦敦之前， 李永波就曾表示， 能
参加奥运会的选手基本都在队伍中。 而继去
年巴黎世锦赛再度包揽五金之后， 李永波显
然对这些队员比较满意， 他认为， 除了女单
的奥运备选可能还包括此次没有参赛的刘鑫
和李雪芮外 ， 其他奥运人选基本出自世锦
赛。

由此可见 ， 本次夺冠的林丹 、 王仪涵 、
蔡赟 ／付海峰 、 于洋 ／王晓理 、 张楠 ／赵芸蕾
通过本次比赛， 已经占得了晋级伦敦奥运会
的先机。

国羽奥运人选
基本出自世锦赛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