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周倜 通讯员 杨志存）
正在山西晋城举办的全国第三届老年人健身体育大会
围棋比赛爆出冷门，在第四轮中，湖南队58岁的易和平
业余6段半目力克四川67岁的黄德勋7段。

据介绍， 来自成都的黄德勋一度被称为名将聂卫
平的“克星”。曾是湖南三届省冠军的易和平在本月全
民围棋团体赛上刚晋升为业余6段，此次“力克”黄德勋
也在赛场引发不小轰动。

8月29日，第三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赛围棋赛
正式开赛，来自全国的28支代表队115名队员参加了本
次交流赛。比赛将持续到9月1日。

全国第三届老年人健身体育大会围棋赛

湖南业余6段
力克四川7段名将

� � � �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记者 周倜）记者今天从赛事
组委会获悉， 第十届环湘自行车赛———2017挑战巅峰
赛，将于9月10日开始。

环湘赛已经创办14年， 今年是第十届。9月10日，约
1500名车手将从长沙大围山出发，历时3月，途经岳阳幕埠
山、益阳九龙池、常德壶瓶山、张家界斗篷山、湘西万宝山、
怀化凉风界、邵阳二宝顶、永州韭菜岭、郴州齐云山、衡阳
祝融峰、娄底大熊山、湘潭褒忠山总计13座高峰，最终于12
月10日登顶海拔2115米的湖南最高峰“株洲酃峰”。

环湘赛已创办14年，今年是第十届。因此今年的环
湘赛，组委会特地组成了6人“勇士团”，成员皆为目前
我国骑行领域高手， 将分别带领各自俱乐部成员向高
峰发起挑战。

第十届环湘自行车赛
9月出征

� � � � 湖南日报8月31日讯 （通讯员 林振林 李钢） 8月
29日晚， 洪江古商城2017年中美篮球明星对抗赛在怀
化市洪江区体育中心举行。 由两届NBA总冠军得主、
原湖人队后卫香农·布朗及阿特尔·马约克等组成的美
国明星队， 和由崔万军挂帅， 鞠明欣、 罗旭东、 范子
铭等组成的中国广州证券男子篮球队 （龙狮俱乐部）
展开精彩对决， 为到场的3000余名球迷送上了一场精
彩绝伦的篮球盛宴。 最终， 美国明星队以5分的优势
战胜广州证券队， 比分为81比76。

2017年中美篮球
明星对抗赛怀化举行

苏原平

全运会游泳比赛刚一拉开战幕 ， 天
津市奥林匹克中心游泳馆便人山人海 。
场馆内外围满了孙杨的迷妹 、 迷弟 ， 他
们拉着横幅 、 举着标牌 、 刷着手机 ， 甚
至高喊 “老公”， 为孙杨加油助威。

孙杨成为迷妹 、 迷弟们狂热追捧的
焦点 ， 除了他有男神般的人鱼线和八块
腹肌 ， 更在于他在世界泳坛上的霸气 。
在奥运会和世锦赛 ， 他将自由泳金牌从
200米、 400米、 800米到1500米收了个遍，
成为当之无愧的自由泳之王 。 让迷妹 、
迷弟们热泪盈眶的 ， 更是他多少次奋起
直追 、 力挽狂澜 ， 夺冠后挥拳怒吼 ， 甚
至累瘫在泳池边！ 这种力挽狂澜的角色，
简直自带主角光环！

在迷妹、迷弟们看来，孙杨还是个直率
的邻家大男孩。“爱哭”是孙杨的一个标签。奥
运会哭，世锦赛哭，输了哭，赢了更哭，每次大
赛孙杨几乎是“逢金必哭”，并且泣不成声、哽
咽不止。有人统计，从2008年全国游泳冠军
赛算起，孙杨在赛场上至少哭了18回。

在这些哭声中 ，有成功的喜悦 ，有压
力的释放，当然也有失败的泪水 ，更有说
不出的憋屈、遗憾 、不甘 、不服 。这种真性
情的自然流淌 ， 简直就是魏晋风骨的再
现，怎能不让迷妹们心痛、着迷呢？

不管是孙杨、 宁泽涛， 还是姚明、刘
翔，他们身上都闪现着“国民偶像”的共同
特质，阳刚、帅气的外表 ，谦逊 、时尚的性
格，以及强大的亲和力。他们话语幽默，个
性十足，无不展现了当代中国运动员的风
采，以及成熟、自信、开放的心态。

孙杨深受迷妹 、 迷弟们的追捧 ， 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 ， 体现了价值的回归 。
努力付出 、 为国争光 ， 总会得到回报 ，
既有竞技成绩的收获， 也有世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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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月31日， 孙杨轻松折桂
男子400米自由泳，引爆游泳
馆，成为本届全运会最耀眼的
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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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游泳项目首日比赛，孙杨成为全运
会的焦点，上百记者涌入游泳馆。上午
的预赛， 孙杨小试牛刀， 游出3分48秒
12， 比布达佩斯夺冠时的成绩慢了近7
秒，但依旧领先第二名5秒。

晚上的决赛， 孙杨轻装上阵。 发令枪
响，他的出发反应时间0.79秒，仅为倒数第
2。不过，实力强大的孙杨很快追上，前半程
就奠定优势， 最终以近6秒的优势轻松夺
冠。而3分41秒94的成绩，与孙杨在世锦赛

的3分41秒38赛季最佳成绩相差无几，这还
是他在感冒没痊愈的情况下游出的。

赛后接受采访， 孙杨霸气十足：
“赛前没有过多考虑结果， 只想尽力游
一个好成绩。 我想这个成绩， 对自己
接下来的奥运周期打造了很强的信心。
能游出这个成绩， 对我的对手来说，
无论是老对手还是即将崛起的小将，
都是一个震慑。”

本届全运会， 孙杨将参加男子200

米、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4个单
人项目和多个接力项目。 客观上讲，孙
杨在这些单项比赛上，国内没有选手可
以对他造成威胁。

能够对他造成挑战的是接力， 尤其
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宁泽涛将和
孙杨展开对话。 上届全运会的男子4×
100米自由泳接力， 孙杨领衔的浙江队
以绝对优势夺冠。本届全运会，宁泽涛领
衔的河南、广东、辽宁联队对浙江队造成
强有力的挑战。3年前，正是由宁泽涛、孙
杨和辽宁的林永庆、 广东的余贺新组成
的中国队在仁川亚运会夺得冠军。

迷妹的追捧
价值的回归

津津乐道

� � � �除了“跨省组队”，天津全运会的另一
亮点， 便是首次邀请华人华侨参赛。8月31
日的男子100米蛙泳预赛，两名美籍华人选
手同场竞技引起大家的关注。

17岁的美籍华人陈嘉瑞是一名高中
生， 来自美国匹兹堡。“我父母都是中国
人，从苏州移居美国后生下我的。”陈嘉瑞
告诉记者， 他在美国参加过一些游泳比

赛， 但这次回到中国参加全运会意义重
大。“中国是我的祖(籍)国，是我的‘根’。我
为中国的强大而自豪。”

陈嘉瑞介绍了中美两国比赛的差
异。他说，美国的游泳比赛气氛更加轻
松，运动员不需要排成一队入场，只需
要一个热身区域。只有大型赛事，才会
用栅栏把运动员和媒体记者隔开。

来自美国休斯顿的黄汲清，也是一名
17岁的高中生。黄汲清的祖籍上海，父母

都是中国人。“全运会是个很大的舞台，有
孙杨、宁泽涛这样的明星，很高兴能和这
些优秀选手一起比拼。”他告诉记者，他的
教练也一起来到中国。虽然今天的预赛排
名第45位，但他认为自己仍有收获，期待
另一个项目男子200米蛙泳的角逐。全运
会后， 黄汲清就要返回美国备战高考。他
笑着说：“虽然比赛才刚开始，我就期待着
参加下一届全运会了。”

本届全运会，共有8名华人华侨运动员
参赛，他们将参加马术、射击、田径、游泳4个
项目的角逐。

（湖南日报天津8月31日电）

美籍华人同台竞技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 � � � 31日的全运会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
郴州籍奥运冠军易思玲带着自己的爱枪和腹
中的宝宝，如约而至。

两天前，因为无法完成卧射，怀孕近5个月
的易思玲“爽约”女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

易思玲两届奥运会1金1铜、两届全运会
1金1铜的骄人成绩，都是在女子10米气步枪
项目上取得的。 再次站上自己最为熟悉的赛
场，易思玲率先打完了4组子弹。结束比赛后，
她露出了标志性的灿烂笑容。

“怀孕后备战、参加全运会，很不容易。”
易思玲告诉记者，怀孕3个月后她才得到医生
的允许，开始恢复训练。“每当我专注训练时，
宝宝总是会踢我。 今天比赛前， 我就对腹中
的宝宝说： 宝宝乖， 今天不要踢妈妈， 不要
乱动哦。”

在训练和比赛时，“孕妈” 易思玲总比别

人考虑得更多：憋气不能憋太久，怕影响宝宝
的智力发育。每天只能练一个多小时，怕腰和
腿扛不住。虽然有特制的射击服，还是怕闷到
宝宝。尽管面临种种不便，易思玲仍然坚定地
说：“我是运动员，我要带着宝宝感受比赛，在
赛场接受胎教。全运会是最好的胎教！”

走下赛场， 易思玲的丈夫罗玉林赶忙帮
她脱掉比赛服。怀孕后的每次训练，罗玉林都
陪在她身旁。他告诉记者，亲朋好友们都担心
训练和比赛对孩子造成影响， 但易思玲说她
就是千锤百炼走出来的，她的孩子也不会差。

“孕妈”的成绩并不理想，以416.5环排在
第28位，无缘决赛。但易思玲已经很满意，她
说：“带着宝宝参赛， 我已经很享受， 很幸福
了！ 等把孩子生下来， 我会专心备战东京奥
运会。”

（湖南日报天津8月31日电）

出战就是幸福“孕妈”赴约：
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苏原平 王亮

� � � � 8月31日，怀有身孕的易思玲（左）在自己的资格赛结束后观看其他选手比赛。 新华社发

� � � � 图 为
郜林庆祝
点球破门。

新华社发

� � � � 据新华社武汉8月31日电 一粒金子般的进球！31
日晚在武汉体育中心，郜林下半场罚入一粒点球，帮助
国足获得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的第二场胜
利，也让A组出线悬念保持到最后一轮。

31日晚， 里皮率队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在最后一个
主场武汉对阵乌兹别克斯坦。 借助第82分钟冯潇霆禁
区内被对手犯规获得的点球， 郜林一蹴而就将皮球罚
入，终让国足在长沙战胜韩国后，再尝胜利的滋味。

上半场， 双方都非常主动放开， 攻防速度都非常
快。第37分钟，张稀哲禁区前带球突入禁区形成单刀，
可惜射门角度太正被扑出， 丧失上半场破门的最好机
会。下半场开始，里皮就用肖智、赵旭日，分别换下张稀
哲、于汉超，并安排郑智从后腰改踢中卫，球队改成343
阵型加强进攻。 面对国足换阵， 乌兹别克斯坦加强攻
势，47分钟，国足后防出现漏洞，谢尔盖耶夫面对空门
的射门从门前滑过， 让现场球迷惊出一身汗；56分钟，
艾哈迈多夫门前射门被曾诚扑出。

稳住脚跟后，国足开展组织反击，第58分钟，中国
队门前武磊头球被挡出后， 赵旭日外围接球远射被扑
出，郜林补射仍未能破门。第82分钟，伊斯梅洛夫在禁
区内对冯潇霆犯规，被裁判吹罚点球，郜林点球罚入球
门左下角，打破场上僵局。最后阶段，国足顶住对手狂
攻，终于守住这场胜利。

前8轮比赛， 国足1胜3平4负位列A组倒数第一。在
武汉5.1万名球迷的呐喊加油声中，国足拿到这宝贵的3
分，积分也达到9分。积分榜上，国足反超下一场对手卡
塔尔，仍保留最后一轮争夺小组第三名的机会。

在31日进行的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A组的另外两场比赛中， 叙利亚队以3比1击败卡塔尔
队，升至积分榜第三；韩国队则0比0与伊朗队战平，错
失了提前晋级的机会。 输掉本场比赛之后，9轮比赛只
拿到7个积分的卡塔尔队排名小组垫底，成为本组第一
支失去晋级希望的球队。 叙利亚队在取胜之后积分上
升至12分，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乌兹别克斯坦队，排名
小组第三。

出线希望仍在！
世预赛国足1比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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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

� � � � 8月31日，孙杨领奖后对观众做出“爱心”手势。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 � 湖南日报天津8月31日电（特派记者
王亮 苏原平）全运会游泳比赛今天全面
展开。在男子400米混合泳中，我省选手
黄朝升以4分16秒63的成绩获得铜牌。

上午的预选赛， 黄朝升游出4分21秒
76，以小组第2的成绩晋级。晚上的决赛，黄
朝升的表现整体比较稳定， 虽然蛙泳后逐
步追至第2位，但是自由泳被浙江队的施迤
超过，最终获得一枚铜牌。浙江队的汪顺以
4分12秒59的成绩成功卫冕。

1994年出生的黄朝升年少成名，
2009年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就以4分12秒
53的成绩获得男子400米混合泳冠军，并
打破全国纪录。 第十二届全运会他是该
项目第3名。另一名湖南选手李玄旭在女
子400米混合泳决赛中，获得第5名。

男子400米混合泳

黄朝升摘铜

� � � � 8月31日，黄朝升（前）在比赛中。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 � 8月31日，孙杨夺冠后，粉丝们纷纷拿出手机
记录这一时刻。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状态好 首秀拉开夺金序幕

� � � � 孙杨的号召力毋庸置疑。 他的亮
相，吸引了大量粉丝前来观战。

无论是上午的预赛，还是晚上的决
赛，只要孙杨一亮相，粉丝们就尖叫声
不断。更引人注目的是粉丝们打出的横
幅，内容一个比一个有趣。

“孙杨：自由泳之王！”，直抒胸臆，言

简意赅；“孙杨， 你是中国航母”， 比喻形
象、霸气外漏；“孙杨，起腿了”，动感十足、
言语亲切；“发光的是太阳，也是你”，温馨
暖人、真情流露；“世界我杨哥，人帅金牌
多”，这句网络语言，幽默风趣。

“小丸子”来自河北，本来到天津的
出差已经结束了，她又请了几天假留在

天津看孙杨。她告诉记者：“孙杨全运会
比赛多，要一次看个够。”

粉丝力挺，孙杨也贴心，比赛一结
束他就对粉丝们“比心”。此时赛场响起
熟悉的歌声《倔强》，现场主持人介绍，
这首歌是孙杨特意送给现场观众的。

孙杨告诉记者，选择这首歌，正是
因为自己的性格：“我是一个不服输、不
怕输的运动员，有亮剑精神，希望用这
种精神和歌曲感染大家，感染在座的每
个人。” （湖南日报天津8月31日电）

粉丝多 横幅一个比一个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