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赛艇项目多点开花
从2009年山东全运会开始，湖南赛

艇队逐渐成长为国内赛艇版图上的重
要一块。本届全运会，我省赛艇在5个小
项上具有夺金实力，28日将率先在男子
轻量级四人单桨、女子四人双桨和男子
四人双桨上展现实力。

根据赛程安排， 这3个项目决赛的时
间分别是10时53分、11时08分和11时23
分。因此在赛艇项目上，极有可能诞生我

省本届全运会开幕式后的首枚金牌。
上届全运会，我省选手折桂男子轻量

级四人单桨项目。本届全运会，李树文/贾
明亮/梁明阳/关洪峰4位小伙子将展开卫
冕之旅。 小将伊绪帝与老将张亮以及辽
宁、广东的选手组队参加男子四人双桨比
赛。 女子四人双桨的目标同样是金牌，我
省选手王宇微将搭档3名河南选手出战。

女举48公斤级“双保险”
举重湘军一直是中国举重的一支

重要力量，也是湖南代表团的龙头队伍
之一。28日下午开始， 举重项目率先进
行女子48公斤级和53公斤级比赛。其
中，我省出战女子48公斤级的谭亚运和
侯志慧， 在国内乃至世界都是顶尖水
平，两人将在该级别上形成“双保险”。

谭亚运是2013年辽宁全运会冠军，
2014年和2015年的世锦赛冠军。 本届
全运会预选赛， 她以第二名的成绩晋
级。

侯志慧是近两年涌现的天赋新星，

爆发力强， 协调性好。2015年首届全国
青运会，侯志慧以总成绩210公斤夺冠，
比前辈王明娟在伦敦奥运会上的夺冠
成绩还高出5公斤。2016年她入选里约
奥运会名单，但由于伤病等原因，在奥运
会开幕前被临时替换。这对侯志慧造成
很大的打击，本届全运会，心态的调整对
她而言格外重要。

女子48公斤级一直是我省的优势
项目，先后诞生了王明娟、杨炼等名将。
本届全运会，谭亚运和侯志慧将携手捍
卫举重湘军在这个级别的领先地位。

我省另一位选手廖秋云将参加女
子53公斤级的角逐， 她的目标是进入
前三。

（湖南日报天津8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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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天津8月2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7日在天津会见国际奥林匹
克委员会主席巴赫。

习近平欢迎巴赫来华出席中国第十
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感谢巴赫和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长期以来为促进中国
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事业发展所作积极
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一贯重视发展体
育事业， 重视奥林匹克运动在社会发展
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中方支持国际奥委
会的工作， 愿继续同国际奥委会就国际
奥林匹克运动、 体育在促进和平与发展

方面的作用以及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等议
题深入交流合作。

习近平指出，目前，北京冬奥会各项
筹备工作正在积极展开。 中国将全面兑
现在申办北京冬奥会过程中的每一项承
诺，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
冬奥会。我们将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推
动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平衡发展，
推进全民健身事业， 不断提升人民健康
水平。

巴赫表示， 很高兴来天津出席中国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习近平主

席今年1月对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的访
问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 产生积极影
响。我注意到中国人民对举办2022年冬
奥会的热情， 坚信中国政府将办成一届
绿色、廉洁、高技术、可持续的冬奥会。

据新华社天津8月27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27日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中
国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亚洲奥
林匹克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

习近平指出，2022年冬奥会将在北
京举办， 这是中国体育同世界奥林匹克
运动开创双赢局面的良好契机， 将激发

中国民众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情。 建设
体育强国是中国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 北京冬奥会也让中国民众有机
会再次为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和奥林匹克
精神传播作出贡献。2022年， 中国杭州
还将举办第十九届亚运会。 我们将全力
支持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 相信杭州市
有能力举办一届成功的亚运会。

艾哈迈德表示， 亚奥理事会将继续
同中国密切合作， 全力发展亚洲的体育
事业，支持中国办好2022年北京冬奥会
和杭州亚运会。

习近平会见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会见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

全运会开幕式

李敬代表全体裁判宣誓
湖南日报天津8月27日电（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今晚进行

的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上，湖南代表团第19个出场， 旗手是赛
艇队员史志强。 我省体操裁判员李敬代表全体裁判员进行宣誓。

李敬是我省著名的体操运动员， 先后参加过第25、 26、
27届世界体操锦标赛、 第8届体操世界杯， 以及首届世界体
操单项锦标赛， 收获6个世界冠军。

目前， 李敬是省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他也是
体操国际级裁判， 是本届全运会体操高级裁判组成员。

津津乐道

苏原平

天津全运会的圣火刚刚在“水滴”体育场点燃，全运会的
风暴却早已席卷全国。

19个群众项目在全运会绽放光彩，将近7万名草根达人参
加了预赛。 普普通通的体育爱好者不但风风光光登上全运会
赛场，还不断地登上全运会领奖台。取消金牌排行榜，增设群
众比赛项目，全运会成为真正的全民运动会。

很长一段时间里， 全运会赛场都是专业运动员唱主角。普
通体育爱好者参与全运会的方式，也只是做个志愿者、当个观
众。现在，他们不仅被请上看台，更被请进赛场，与顶尖竞技选
手共享同一个舞台、同一种荣耀，在互相切磋中传播体育的真
义。全运会带给人们的，不再是规模宏大的“两馆一场”，而是通
过体育盛会，让健康的观念深入人心，让体育的福利惠及大众。

自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体育进入转型期。从以往的“奥
运尖子选拔赛”到山东全运会的“和谐中国，全民全运”，再到
本届全运会的“全运惠民，健康中国”，无不反映了中国体育价
值观的转变和体育转型的变革。

实际上，全运会赛事的魅力和动人，决非只在夺牌之时，
每个拼搏进取的瞬间，都值得喝彩。全民参与，乐享其中，将体
育精神在群众中传承发扬，意义之重胜过奖牌本身。

当体育的价值取向不断丰富，当人们对体育的需求更趋向多
元，全运会也正在回归“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本义，并
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走过58年的全运会，已经转型为竞技体育
与群众体育相结合、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相融合的新平台。

敞开大门办赛，让全运会成为全民健康领跑者，天津开启
了全运会的新时代。

开启全运新时代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7100 6 8 8 3 8 6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7129302.7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232 8 4 4
排列 5 17232 8 4 4 5 4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 � � � 湖南日报天津8月27日电（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天津全运会开幕式上五环
变“四环”，开幕式结束后制作总监陈宏解
释，“主要是因为下雨，导致表演器材的线
路短路了。”

全运会开幕式上，文艺表演第一个篇
章第三个环节“奥运梦圆”中，升起的奥运
五环由电灯点亮，但升起后，其中一个环
没能亮起，五环变成了“四环”。

开幕式总导演孟可表示：“开幕式有
这样一个瑕疵，是一个大遗憾，我们的心
情非常复杂。” 开幕式制作总监陈宏解释

道，“今天雨水比较大，导致五环器材的线
路出现了短路现象。”他还说，前天就注意
到了天气情况，也做了防水预案，但水可
能是顺着一些细小的缝隙渗透进去的。

组委会开闭幕式展演部部长刘春雷
介绍，天津今天全天降雨，主要是受台风
的影响。他还说，因为下雨，开幕式除了奥
运五环变成了“四环”，还导致一些演员的
表演受到限制， 降低了表演的精彩程度。
但所有演职人员努力克服困难，最终为全
国观众献上了一场虽然有瑕疵，但依然非
常精彩的开幕式。

五环为何变“四环”

都是雨水惹的祸

� � � � 8月27日晚， 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
举行。 图为开幕式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全运会赛会首日

湖南赛艇举重好戏连台
津日亮招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 � � �“通过本届全运会的政策调整，我省拓宽了夺金点和面。”8月27日，省体育局副局长熊倪介绍，
我省力争在26个夺金点中夺取13至15枚金牌———

� � � �除了经验丰富的老将，我省将有“黑马”
崭露头角。熊倪介绍：“值得期待的‘黑马’，有
参加女子4×400米和4×100米接力的黄瑰
芬，女子摔跤53公斤级的庞倩玉和男子赛艇
四人双桨的伊绪帝等。”

黄瑰芬不仅跨省组队参加接力比赛，同
时也在女子200米和400米比赛中具备冲击
奖牌的实力。庞倩玉在女子摔跤53公斤级具
有冲金实力。

赛艇小将伊绪帝将与老将张亮等选手
组队参加男子四人双桨比赛，熊倪介绍：“这
条艇是目前国内最具实力的一条艇，小将伊
绪帝将与前辈们合作，全力以赴冲击金牌。”

湖南女子水球队在本届全运会成绩亮
眼，首轮比赛以11比3大胜福建队。湖南女子
水球队目前拥有彭林、 熊敦瀚等3名国家队
队员和多名国青队成员。熊倪表示：“水球姑
娘们都很年轻， 建队不久就取得显著成绩，
本届全运会有望带来惊喜。”

（湖南日报天津8月27日电）

� � � �与往届全运会不同， 本届全运会
实行新规，在赛艇、田径、游泳、羽毛球、
乒乓球等10个项目鼓励跨省联合组
队。“通过与其他省市强强联合，我省总
体竞争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熊倪说。

赛艇和田径是我省跨省组队参
赛的重点项目。赛艇项目上，我省上届
全运会冠军张亮领衔的男子双人双
桨与辽宁选手组队， 女子四人双桨与
河南选手组队， 男子四人双桨则与广
东、辽宁选手强强联合，基本上组成全
国最强阵容，是夺金大热门。

田径项目的接力赛，我省选手童

曾欢、黄瑰芬将与其他省市选手组队，
向女子4×400米和4×100米接力金
牌发起冲击。熊倪表示，如果不是今年
国家体育总局出台的跨省组队政策，
仅凭我省自己的运动员储备， 无法组
队参加接力比赛。“通过跨省组队，拓
展了童曾欢、黄瑰芬的运动项目，促进
她们更好地成长。”

跨省组队提升竞争力

“黑马”有望崭露头角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 � � �本届全运会，我省阵容强大，既
有龙清泉、 向艳梅等里约奥运会冠
军，也有周玉、张亮、商春松等上届
全运会冠军。

举重项目，除了龙清泉、向艳梅
等奥运会冠军坐镇， 还有在里约奥
运会遗憾落选的侯志慧以及因伤退
赛的谌利军， 他们都希望在本届全
运会证明自己。 里约奥运会男子三

级跳铜牌得主董斌， 也将代表我省
出战全运会。

体操项目由国家队老将商春松
和屈瑞阳领衔。 商春松在上届全运
会夺得高低杠、女子全能和自由操3
枚金牌，屈瑞阳也是连续6届全国锦
标赛男子跳马冠军。本届全运会，商
春松将率队冲击女子团体、 女子全
能、自由操和平衡木项目金牌，屈瑞
阳则期待卫冕跳马冠军。

熊倪介绍， 目前正在苏格兰参
加羽毛球世锦赛的我省选手贾一凡

和柴飚， 将于8月28日返回国内，参
加8月30日开始的全运会羽毛球赛，
“虽然路程遥远， 体能受到挑战，这
两位双打选手仍有信心向奖牌发起
冲击。”

赛艇和皮划艇项目， 张亮参加
的男子双人双桨和男子四人双桨基
本代表了国内最高水平， 男子轻量
级四人单桨也具有冲金牌实力。全
运会三朝元老周玉是中国女子皮划
艇的领军人物， 期待卫冕女子200
米、500米单人皮艇两枚金牌。

阵容齐整亮点不少

湖南军团 全力出击
� � � � 本届全运会， 我省共有266
名运动员在16个大项、152个小
项中获得全运会竞技项目参赛
资格。 开幕前的先期比赛中，我
省选手已获得1金1银3铜，其中，
小将熊瑶在女子柔道48公斤级
比赛中夺得我省本届全运会的
首枚竞技项目金牌。女子花样游
泳双人项目， 我省名将孙文雁/
李晓璐夺得银牌。

� � � �8月27日晚， 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举行。 图为湖南代表团入场。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羽毛球世锦赛中国女双“14连冠”

湖南选手贾一凡搭档陈清晨捧杯

� � � � 8月27日，在2017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双决赛中，湖南选手
贾一凡与搭档陈清晨以2比1战胜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广田彩
花，夺得冠军。中国选手刘成/张楠获得男双冠军。林丹在男单
决赛中0比2不敌丹麦选手安赛龙。

图为陈清晨/贾一凡（右）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全运会的最高赞赏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全运会还叫全运会，但里面装的“酒”不一样。差异可以从
参与开幕式文艺表演的志愿者王慧荣的一句话说起。

开幕式结束后，王慧荣告诉记者：“我今年62岁了，参加全运会
开幕式文艺表演，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一生中最幸福的事。”

能让人感到“幸福”，这个评价不是一般的高，绝对走心。
据介绍，本届全运会6000多人参加开幕式文艺演出，但专

业演员仅50名，其他都是像王慧荣一样的志愿者。志愿者，换个
说法就是普通百姓。除了王慧荣，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百
姓、体育爱好者登上本届全运会的大舞台，成为赛场上的主角。

本届全运会与往届最大的不同， 就是增加了19个群众比
赛项目。从广场舞、气排球到攀岩、轮滑，不管是大妈还是小
伙，各种适配的项目应有尽有。

王慧荣为参加了全运会开幕式感到幸福， 相信更多参加
全运会群众比赛的普通百姓，一样会感到幸福。体育运动的最
终要义，不就是让人感到愉悦和开心的吗？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幸福” 或许是本届全运会
得到的最高赞赏。 （湖南日报天津8月27日电）

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