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苏原平

董斌将点燃主火炬

9月3日7时30分， 第十三届省
运会将在衡阳市体育中心盛大开
幕。 记者9月2日从组委会了解到，
衡阳籍运动员、里约奥运会男子三
级跳远铜牌得主董斌将点燃主火
炬。

据了解， 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大
型文艺演出分为序幕“吉祥三湘”及

“湖湘长歌”“盛世腾飞”“蓬勃湖南”
三大篇章。 在最引人注目的火炬传
递和点火环节中，李敬、孙文雁、张
韬、龙清泉、向艳梅、黄姿仪、田卿、
刘英姿、苑志海、何红梅、张亮、张勇
等我省体育名人和社会人士代表将
在会场传递火炬， 最后由董斌点燃
主火炬。

首次设立运动员村

举办本届省运会， 组委会充分
利用现有的体育场馆和设施， 特别
是学校的场馆资源。 青少年组25个
比赛项目， 共统筹使用衡阳市14个
大中专院校的体育场馆。

此外， 本届省运会在运动员住

宿上大胆创新，首次设立“省运会运
动员村”。

据介绍， 省运会比赛场馆大多
坐落在衡阳师范学院和湖南高铁学
院附近。为方便运动员参赛、管理同
时节约办赛， 组委会将衡阳师范学
院和湖南高铁学院宿舍改造成“省
运会运动员村”，能容纳约4400人入
住。 记者在湖南高铁学院的运动员
村看到，房间里拖鞋、洗漱套装、毛
巾、电灭蚊器、洗衣皂、饮用瓶装水
等生活物品一应齐全， 十分方便和
人性化。

比赛项目免费观看

本次省运会青少年组比赛共设
25个大项，在全省安排了15个赛区，
其中衡阳市13个赛区， 分布于7区1
市5县，高尔夫球、激流回旋分别在
株洲市、张家界市举行，运动员达到
6189名。

13个赛区，二十多个大项，为衡
阳市民奉献了一场盛大的体育盛
宴。最重要的是，为彰显全民省运理
念，所有比赛均免费向市民开放。

9月2日， 衡阳市体育中心体育
馆和游泳馆分别进行体操和跳水比
赛，场内观众均有数百人。

衡阳上演“省运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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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102 0 1 4 5 8 5 3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2800000.71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238 3 9 2
排列 5 18238 3 9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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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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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周
倜） 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女子篮
球（成年组）比赛今天在邵阳市体育
中心完赛。最终，长沙女篮以96比44
战胜东道主邵阳队，问鼎冠军。

本届省运会女子篮球（成年组）
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共有六支
球队参与。 东道主邵阳队与长沙队
均发挥抢眼， 凭借四连胜的战绩会
师决赛。东道主邵阳队亮相决赛，自

然吸引不少当地百姓前来助阵，能
容纳5500人的场馆座无虚席。

长沙队是上届省运会女子篮球
冠军， 本届省运会全队再次尽遣主
力，队中有前WCBA队员、现任雅礼
中学女篮助理教练王娅洁、前CUBA
球员洪静与张伶等高手坐镇。 整体
实力明显占优的长沙队最终以96比
44轻取对手，收获冠军。邵阳队与郴
州队分别获得银牌、铜牌。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苏原平

第18届亚运会，27名湘籍运动
员发挥出色， 共收获17金8银3铜，
是历届亚运会中湘籍运动员参赛人
数最多、 境外亚运会斩获金牌最多
的一届。对于湘籍运动员表现，省体
育局副局长熊倪接受了记者采访。

夺金项目显著拓宽

雅加达亚运会， 中国代表团中
湘籍运动员共有27名，参加了赛艇、
皮划艇静水、摔跤、柔道、跆拳道、田
径、水球、羽毛球、龙舟、蹦床、攀岩、
篮球以及表演项目电子竞技等13个
大项、29个小项的角逐。9月1日，随
着王雪朦与队友战胜朝韩联队，夺
得女子篮球冠军， 湘籍运动员在本
届亚运会的金牌数达到17枚。

2014年仁川亚运会，中国代表
团中有21名湘籍运动员，最终取得
16枚金牌。本届亚运会，湖南健儿
参赛人数增加到27人，金牌也比上
届多了1枚， 刷新了在境外亚运会
的夺金纪录。

熊倪介绍，“与我省参加的历届
亚运会相比，本届17枚金牌分布在
9个大项中，项目分布广，夺金点显
著拓宽。过去我们的金牌集中在羽
毛球、举重、体操等几个优势项目
上，这一次龙舟、跆拳道、女子篮球
以及电子竞技都有金牌入账。这表
明，湖南竞技体育在向全面多元化
发展。”

据了解，因为禁赛问题，中国举
重队没能参加本届亚运会。不然，湘
籍运动健儿在举重项目上还有3到4
个夺金点，金牌还能进一步增加。

湘籍运动员夺取金牌最多的一
届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一共收获
23枚金牌。

优势项目有待加强

对于雅加达亚运会的表现，熊
倪表示“有喜有忧”，“我们的夺金面
拓宽了，但一些优势项目存在优而
不强的问题。”

熊倪介绍，目前我省几个优势
项目面临各自问题。体操项目存在
人才断层问题，这直接导致湘籍运
动员缺席了本届亚运会的体操比
赛。 羽毛球项目只有贾一凡一人比
较突出，其他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
单项，都没有拔尖选手。举重一直是
体育湘军最强的队伍，但因为国际
举联调整了级别，加上后备人才培
养略显紧张，也出现隐忧。

浙江游泳近几年进步神速，涌
现了孙杨等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在
国内展现了强大的统治力。熊倪表
示，浙江游泳的壮大对我省很有借
鉴意义。他说：“仅杭州市游泳队就
配备了十几名优秀教练员，在编运
动员超过200人，只有集中力量，才
能将项目做大做强。”

熊倪表示，“下一阶段，我省竞
技体育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集
中力量把优势项目做大做强，根据
各项目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优势面，
并把以前的短板弱项补齐补强。”
目前已进入新的全运会备战周期，
距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还有两年，
熊倪说：“通过调整发展思路，拓宽
竞技体育项目，培养更多的‘高、精、
尖’人才，进一步扩大夺金点，相信
体育湘军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湖南日报评论员

金秋迎盛会，激情涌潇湘。今天，
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在衡阳市隆
重开幕。衡邵赛场，三湘大地，全民健
身与体育盛会交相辉映，全省人民将
再次分享体育带来的激情与欢乐。

4年一届的省运会，不仅是我省规
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也
是检阅和推动我省体育事业发展的重
要平台，更是展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
窗口。本届省运会是党的十九大后我省
举办的一次重要体育赛事，它必将对推
动我省体育事业全面发展、促进体育领
域深化改革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
关乎人民幸福， 关乎民族未来。”“体

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手段，
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能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
大精神力量。”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体育强国梦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相连，引领全国
体育以蓬勃发展之势迈入新时代。

竞技赛场捷报频传， 全民健身活
动方兴未艾： 继2016年里约奥运会我
省健儿获得2金3银3铜的好成绩后，去
年第十三届全运会上，我省体育代表
团又收获16金20银19铜，创造我省近5
届全运会的最好成绩。目前，我省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占总人口的三分
之一，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日益深度
融合，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已形成比
翼齐飞、互助共赢的发展态势。

“衡邵同运，三湘共赢”。在筹办
第十三届省运会的4年时间里，衡阳、
邵阳市围绕科学办赛、 节俭办赛、廉
洁办赛的理念和隆重、热烈、精彩、节
俭、圆满、和谐的主题，统筹谋划，精
心布局，为本届省运会搭就新的梦想
舞台。我们相信，第十三届省运会的
召开，将成为展现衡阳、邵阳人民良
好精神风貌的窗口， 为推动衡阳、邵
阳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节俭务实办赛，充分利用学校现
有体育场馆，压缩总体预算，不请明
星大腕，把节约的开支用在改善基层
群众体育活动设施上……本次省运
会的创新之举，让人们看到“回归体
育”“回归群众”的运动会发展思路和
方向更加坚定、清晰。

我们期待， 在省运会的赛场上，各
代表团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发扬奥林匹
克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顽强拼搏、
奋勇争先，赛出风格、赛出佳绩，用汗水
刷新昔日的辉煌，用拼搏助飞人生梦想。

我们期待，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加大体育设施建设力度，提升公共体
育服务水平， 广泛动员全民积极健
身，以强健的体魄投入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生动实践，为实现富民
强省凝聚奋斗力量！

我们期待，第十三届省运会办得
热烈、精彩、平安、圆满，奏响更快、更
高、更强的激情乐章，开创我省体育
事业的新局面！

预祝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圆
满成功！

亚运创纪录，有喜也有忧

奏响激情乐章 凝聚奋斗力量
———热烈祝贺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

省运会女子篮球赛（成年组）收官

9月2日，衡阳市体育中心
游泳馆，青少年组跳水比赛正
在进行中。 截至当天19时30
分，衡阳代表团已获得33块赛
会金牌， 暂列金牌榜第一位。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省运会金牌榜衡阳暂列第一

据新华社雅加达9月2日电 再
见雅加达，2022相约杭州！ 第十八
届亚运会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
加达闭幕，下届赛事将于2022年在
中国杭州举行。

中国代表团派出845名运动员
参加了本届亚运会38个大项、376
个小项的角逐， 连续十届蝉联金牌
榜榜首。 由雅加达和巨港联合举办
的本届亚运会吸引了来自亚洲45
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
参加了40个大项、465个小项的比
赛。奖牌榜上，中国队以132金92银

65铜继续高居榜首。日本队以75金
56银74铜位列第二，韩国队以49金
58银70铜排名第三。

闭幕式上， 杭州亚运城市宣传
片出现在体育场的大屏幕上，以《向
往》为主题的“杭州时间”文艺演出
亮点纷呈。杭州杰出市民代表、阿里
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手牵着捧
来“西湖之水”的杭州女孩和来自杭
州的世界游泳名将孙杨一起登场，
共同发出盛情邀约———2022，杭州
欢迎全亚洲体育健儿和朋友们到
来！

第十八届亚运会闭幕
2022相约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