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中国攀岩联赛
总决赛星城举行

湖南队获女子速度第一、全能第二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通讯员 蒋炼 记者

王亮）9月1日，2019年中国攀岩联赛总决赛在
长沙落幕，100多位运动员“飞檐走壁”、一较高
下， 本土作战的湖南万科攀岩国训队获得女子
速度第一、全能第二。

2019年中国攀岩联赛分别在广州增城、江
苏淮安、湖南长沙等7个城市举办，除了10支国
家集训队参加之外，还有来自北京、河北等地的
7家社会俱乐部参加。

本次总决赛为期2天，设速度和全能两个项
目。速度决赛中，来自湖北攀岩国训队的梁荣琪
获得男子组冠军， 女子速度赛的冠军是湖南万
科攀岩国训队的邓丽娟。全能决赛中，湖北攀岩
国训队的潘愚非拿到第一名， 国家少年攀岩集
训队的骆知鹭是女子第一名。 湖南万科攀岩国
训队的黄子涵排名第2。

“2019年是中国攀岩联赛的第二年，我们致
力于将联赛打造成世界攀岩赛事中规格最高、传
播最广的职业联赛。” 世界攀岩联合会副主席、国
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致新说。

本次中国攀岩联赛总决赛（长沙站）由国家
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湖
南省体育局主办， 湖南省体操登山运动管理中
心、湖南省登山运动协会承办。

蔡矜宜

体育“新爆款”之所以火热，各项目“爆
点”不同，但携手登上“热搜榜”亦有“大同”。

这离不开新时代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 、新家长育儿理念的更新换代 ，以及
孩子们对未来更个性化需求。

新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
增长，教育已逐渐成为许多家庭的重要支
出，一些过去略显“高冷”的运动项目迎来

春天，逐渐走向大众化。
新家长。当下青少年的家长以70后、80

后为主要群体，对于他们而言，让孩子掌握
一门体育技能，不再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更
讲求综合素质的培养，全面发展。

新未来。 不久前的二青会项目多达49
个， 除冬季项目外所有大项均有湖南健儿
的身影。当下是彰显个性的年代，孩子是勇
往直前的追梦者， 他们的选择就是体育湘
军的新未来。

责任编辑 蔡矜宜 2019年9月3日 星期二
体育 10

!"##$%&'()*+,-./0
12"3345&6789:;<=>?@
ABC"D?EFGH IJKLMNOPQ
RSTUVWTXYZ[.\]^_`a
bcdefghijk

lmJn6oT2pqprstuvn
wxvyz{|<}~��{�f��{�
�I���������k���f����
����p2 ����f���� ¡2¢
£¤¥X2¦£§¨X2J©��ª��I 
¦«�¬�0®¯°2��±²³?´2µ
¶�W·2_"¸}¹º»f¼½¾¿ÀÁ
�ÂÃÄÅÆk

ÇÈ`2ÉTÊËÌÂ�VÍÎ2ÏÐ
Ñ}ÒÂÓÔ2 ÕÖ��ÂÓÔ ! )Â?
EI×Ø2%5Ù5Z[2ÚÛµ¶�W·Ü
ÝÞßà½2áâãä5å^2.nTæX
çèé2bêëìqí2îtTïðñ¹ò
óô�¬fõ»2ö÷øù��f�úTûI
üý��þk

RSTKÿ!"#ÃÄ·$%&'Ü
(ÃÄ)*$OPf+ú2ñ�WT�³t
,-úT�³2ñ�.úT/è�0t12
UVWTXYZ[.\2 3"45�:6<
78ñ92):;<=1>�WT�³?@
T<>ÒÂAbBT<>C�DE×5TQI
FG·C¬H×5TkRSTf�VI5J
K¨LfY¶Z[MNM,<�OPæIMN
MQ2R¾S)TUoV°þWoXok

JYYKZMN.\WTXYZ[f
"n°[\]k^ÈN2ZMN_<N`aS
WTXYZ[.\^=úT/èfbcd
emfghi2jk�"lmnuop5I
ýq2irS�Ñô<Ñs<Ñ\IftÎu~
vw2áâ_xy2z{?|D<?|}2q
~�XYZ[.\�1��m< �g�m2
�{XYZ[.\ÒÂ?|T "# n2 �³
XYZ[.\?|l� $% 3k

!"#!$%"&'()*
+,-

ZM ���������2ÑôZ
[�,2 1N�$��� #"& ��¼�2�
$���� '"(_§k ��mWTXYZ
[.\â��2ÉNvw���r�:F�
fÑôtÎ2�q� �:¬HZ[f¡¢
§2£¤¥:ú�ÒÂf�,F¦<¬H§
Y·Ek

¨©ª«k ¬q®o<¯°*<q±
²<X³ÑôF¦´µ�£2¶¤�¦¨·
"IT¸�³¨©2¹ºÐ³.�»<¼½¾

¿Àq2�ÁÂ®ÃÓÔÄÅ<×5òÆ2Ç
ÈT¸ÒÂk �fUÉ¶¨©2¨©Ê9u
ËÌ?ÍqÎÏÐÑ2 Ò�¨©¿�ç<½
Ófk ÔÕ2ÉNÖ×° #) n�¹TfT
¸�³Ø©¶¤2 6ÙÈÊ×° *+ nTf
T¸�³¨©¶¤ÚÛk

ÜÝÞßkàáâT,ã�-�V�ä2å
1NâT.ã�-©Ü=¡¢.\TFæçè
CT2ÜÝUVXYZ[.\k ¡¢.\T
éÂT¸oêfë212UV�u2voI2
ÔÕÉN %&/_§f¡¢.\Tìtþ0
1<.ê<:ífÔîïæçèCT�12×
°T¸oêfëÚÛfÕæe2ðñ¬H�
³¼½2m"4æèT9T�2òó²<ô&
�f¬Hõö2 '(�³�fü�ñ÷2q
 ø ù2q l �2qúT"22V�T
ûfÑôF�<ÒÂd,k

)Âü�k ýþ$�ÓÔÿt2^!È
"#×°]�{$ 01" �$2%* 022 ¦�
&2úQ'Q�ü)� &2 ()_§2Ö�
*���ü+�ìt '1+/2*2/fT¸ì
t)ÂT¸î,k -2Ô./0�2È12
34? $2 ¦�$21N556�e7 " n
¨Üx2W8�6�e7 + n¨Üxk

9:.\k .·W;WT<T<<¶�<
¬HZ[<ÑôÓÔ®É6�216UV
WTXYZ[9:.\k.·T<É:Ô
ÓW^ 0 =>2 Âx?@WTABTCD
E2 oFõöô& *22 ¦(G2 oFó²
'222 ¦Hï .·W;WTÉ:ÔÓW
+22 ¦�>2�.WT�IJÃÄI2ÔÕÖ
×°nI ++22 ¦#ï.·ÑôÓÔÉ:
ÔÓW $222 ¦�>2 �mWTK¹L.
\2ÔÕÖ×° +&2 µ^ *22 $k Mp2�
ÉNUVN¨OP.\Öë2 � 022 ¦n
T.ã�-��·¨OP'�x212ñQ"
ËRST20¢þUVWXY¬�k

!./!$0"&1234
567

XYZ[.\2WTK(�ä2TÜK
(6{k �XYZ[.\â��2ÉN¦Z
[\2irÑs�£2]Ü^ëK¨Lf�

_RF(ëRk
`abc�ëk ¯d]^��e<T_

0tTÜ·�f?�ÉÕuøI¤g2h�
TÜþ5Ñ·ÉÕZ[i¬�õÐj2æR
TÜòZ[i¬�õ³8kljflm�2
Õt·nom<Xpqlk �1NJ:�6
�UV�6rs rIÖë2t9X§uZ�
v2�f�Twò¿I2ñ6xyzæ��õ
Z[fÐj2 {r|³XYZ[.\fëk
åWXÜÝlj_}~�<�H�®á��
�f¼½¶��N��tWo2ªßTÜ�
�þ?WXÜÝî,2 �r�^WXÜÝ2
J ·«���I=�³�2æRþTÜf
�³Ðjk

�e?@ywk ]Ü����ª«^
62Þß�T.ã�-S�6¯���ä§23
��¢UV!Ë_XYZ[.\=Ê9f
(E��Öë2 ¯d�eUV�s�ÛÖ
ë2 ��Wo.\�Õ�:fZ[i¬2�
ùþÎÏf`a��F�rk � 2ÉN�
¡Q¢*ã���þ ' n�ä�6¯23n
�ä�e 0& B£¤2 3n�e�y ' nW
o2UV��ä¥¦IbcF¾§¯d<�k

¨`©ª«¬kN¨`3È®WTX
YZ[.\ÓW "022 �>2áâ_©¯°
±ëãrÓ²FúT°³k � 2ÉN�¡
Q´µT¤¾þ¶́ µT(·¸;�³©ª

¹º»2S¼`½rÓW^=©¾ÓW2¬
�¿À·<¿(¹I�£2ÈÀ(·¸;�³
:Ô�fÁÙ�:2 Â³TÈÀ:Ô#©
f2«ÎÏ)f¯d�.2ÃÄ:©¾2©¾
ÅÀÜÝÒ¾2À·2Æ fW?T<:Ô
©¾ &2/2á¯7Ç©¾ +2/2ÇÈ¡�<
'(,5©¾ "2/k ^!ÈN2ÉT6 "22
�>f¼`©¾ÓWyëþ *22 ¦�>f
WÜÑ(°³2:É?@þ�§2a¦¢O2
e2¹¦¢¸IfÊËk

ªßÌÍy°k �f�0"+I]^Î2�0I
Ï3o3ÐÑ 0 6pfi¬ ÒÓï�"IÏ
WX!ËÜÝ2Woå¬ÖWX¬ÔÕÖF
qÔÕÖmfÜÝ2ÔÕÖWX«WoÑf
×5µt2qÔÕÖWX�³Ä'Ø2«�
êeÄ' .ÔÙÄWX«�êeÄ'�Ú2
ÛÜWXÝúQWX�Þß-ï�+IÏ3Ð3
oÕuoÒ'(<¨.àá<.tYâ + ã
¸k�0"+I]^ºf�`20¢þWXY¬
�20äþúTWXoå°²2:É�xy
þWÜåufi¬ÌÍk

!89!$:"&;<=>
>?@

WTXYZ[.\2æç2`2ÚÛè
é2ÒêKýÕt1��m2�ë"�dìk

íî2ÉNþ5TÜÑ\2��81_T¸
�êFWXÄåµtCï=ð¹fZ[i
¬ÿtñ¤2òóû�ôÉÿtõÚ2Ò�
þúT.\Éök

ÚÛ÷Öfÿt¼½k_ãr5ÿt¼
½ëeÎÏ°³XYZ[.\21N 0&2 n
T.ã�-°�þTCi¬ør2[]Ü��
TCi¬ør�³obùúû<ÄñWoi
¬�êü<ëeúý�rTCXYZ[.\
®¼2f�_^6k þÿú!"ST<p�
#Q$%T® "2 ¦nT.ã�-i¬t¸r
ðñ�úý°³ 3 ÎÏ°& ! TC©ªI¼
½�{XYZ[.\?@�ä2'(yë^
6}Èk

�°×)fWXÄåCïk ��.�o
ÜÝ<TÄ'<úÞå<NµtIf0�5Y
¬<ÓÔ5<6<ÿ*5µt+½f¡¢§2
��úT�ê�� 4&2 X2,-o6WXØ
"2 �n2.-6/WXoå0 0*2 122�
³úQ.37-WX4\ß ++ n2¡²ìt³
.×5<67°�<��7¾<8ÿ9Hf\
tî,2 Ò�úTf(073�:XoÒ<
TÊT:ìt�";1Iî,k

UV:Éf<�«¬k��fd:Éf
<�«¬ñ¤2_� <6©If�½±ëÎ
Ï�³Z[.\f<=2�1N�f�u�
uII2Ï�e³�e�?@yw<Wo³W
o�'(i¬< 6r³6r�·wò¿2«
�øÄ'�ÜÝ0�ÞI<«f`(ß�ã
r5ÿtÞI<«ù>¬Ö¼½�)Â¬Ö
¼½ÞI2�mþXYZ[.\]^1��
m2R¾��þ«�ý?0It�?ý0IfÞ
Ik

¤¾¨@fT¨Ü@k �T.ã�-Aá
Ñ}�ä2åãr(Bð¹CD�F²Tú
�×5EFG·2¤¾�H�XYZ[.\
´IÊ9fT¨Ü@2��TÜ6¯J_(
?2OK×):(�Ófk ÔÕ21N %' n
�¤T<'2 nWTã�L¤KþM·�ä
fT¨Ü@kÉNp�#QÏcT�T¨Ü
@�¤Kþ�W8<55P.Ê-ÜoÙÄ23
��"ËNÙÄOP "2 >If3P2Y¬þ
QufúûRSÉök T¨Ü@f¤¾2T
�þXYZ[.\fUC281þWÜÎÏ
Ñ?úû<Ñ?@Vfñ¤2W5þãFÜ
F2T{þ×}F¦fWTXYZ[k

!! " !#$ %&' ( )"

!"#$%&'

*+,-./0-.1234567# !"# $%

!!!"#$%&'()*+,-.

暑期体育 缘何火热体育观察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新时代 新家长 新未来
●短评

� � � � 2018年9月4日，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击剑比赛在衡阳举行。（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唐俊 摄影报道

� � � � 9月1日下午， 明德天心中学击剑馆，
唐女士在场边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的孩子
在剑道上挥剑。 她骄傲地告诉记者，“孩子
趁暑假终于把50节课上完了，8月25日刚
拿到中级佩剑的证书。”旁边，孙女士带着
在红卫小学读一年级的孩子， 来击剑馆了
解报名的情况， 击剑馆首先给这个孩子安
排了“技能测试”。

明德天心中学击剑馆工作人员易鼎仁
介绍， 他们馆暑期一天有三节课， 上午一
节， 下午两节， 每天来学习的学员平均在
100人次左右。单就一个馆来说，和其他培
训项目相比，这个数目十分可观。

击剑，一项来自西方的运动，在湖南正从
小众走向大众，受到越来越多孩子的青睐。

明德天心中学击剑馆工作人员易鼎仁
介绍：“现在的家长对体育越来越重视， 视野

也更开阔。具体到为何让孩子学习击剑，家长
主要看中三点。一通过击剑练习礼仪和形态；
二通过击剑谋求升学，包括出国；三，纯粹的
爱好培养或者强身健体。”他也笑说，从孩子
的角度来说，更多是因为“击剑很酷”。

2013年3月， 我省首家青少年击剑俱
乐部湖南振翔成立， 并在北辰清水塘小学
建了一个击剑馆。发展至今，我省已有数家
青少年击剑俱乐部，击剑“人口”快速增长。
记者从湖南省击剑协会了解到， 目前我省
开展击剑运动的有长沙、株洲、湘潭、邵阳
等数个市州，全省击剑人口已近万人。

击剑人口越来越多，诸多赛事在长沙或
者其他市州举行，人才也逐渐涌现。今年8月
的二青会上，万潇忆代表湖南振翔在社会俱
乐部组女子佩剑甲组中夺魁，实现我省在全
国综合性运动会上击剑金牌零的突破。

“大家都觉得我很酷！”击剑：

� � � �“耶！终于赢到冠军大奖了！”
8月底， 走进长沙远翔冠军高尔夫学

院的多媒体训练房，几个孩子正通过模拟
训练软件争先恐后地挥杆角逐。 在这里，
学员们可以“寄学习于娱乐”， 高尔夫游
戏、儿童球场、等级测试等一应俱全。为了
进一步提升趣味性和积极性，学院采取积
分制，每月根据排名，小球手可换取相应
的玩具、高尔夫球具等奖品。

在很多人眼中，高尔夫是一项贵族运
动， 更适合事业有成的中老年群体参与，
这其实是对高尔夫深深的误会。

高尔夫是GOLF的音译，“G” 是绿色
（green），“O”是氧气（oxygen），“L”是阳光
（light），“F”是友谊（friendship）———每一
层含义无不是为青少年群体“量身定制”。

“无论从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品质、培
养思维模式等各方面，高尔夫其实都是一
项非常适合青少年开展的体育运动。而且
现在学高尔夫的费用跟足球、篮球、击剑
等项目差不多，早已不再是过去的‘高不

可攀’了。”省高尔夫球协会副秘书长谭霞
介绍，目前我省共有15至20家高尔夫球青
少年学院，就今年暑假期间组织的各类夏
令营、比赛、培训班等，约有近千名孩子参
与到这项运动中来。

高尔夫近年来走俏青少年群体的原
因，除了费用上更加亲民，还离不开它重
回奥运舞台。谭霞告诉记者，自高尔夫项
目2016年回归奥运后，省高协也及时抓住
契机，致力于青少年后备力量的培养。“我
记得2016年首届湖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
锦标赛只有30人参赛，今年预计将达到百
余人。”经过三年的推广和普及，湖南的高
尔夫少年一年中除了最冷和最热的季节，
几乎月月有比赛。

二青会赛场，湖南共有15名高尔夫运
动员进入决赛，最终取得3银1铜。“我们这
次银牌挺多， 所以还是有一些遗憾的，两
名主力队员正在打美巡赛，体能和状态上
有些起伏。不过，这是孩子们一次宝贵的
经历，相信冠军已离我们不远。”谭霞说。

“贵族运动？别再误会我了。”高尔夫：

� � � �“没想到8年前孩子因为一次跟小伙伴
‘抢玩具’ 的插曲， 就此结下了这段‘国象
缘’。”7月底，湖南省青少年国际象棋赛在长
沙举行，来自全省的千余名小棋手掀起了一
阵不小的“国象热”。江先生12岁的儿子江啸
在这次比赛中斩获男子B组冠军， 从4岁半
第一次触摸棋子，之后“国王”“皇后”就成为
江啸整个童年最心爱的“玩具”。

故事还得从2012年， 由3位家长所创建
的“长沙小兵国际象棋俱乐部”说起。“当时，
只有俱乐部3个董事的子女加上江啸和另一
名棋手，整个俱乐部就5个学员。”作为“元老
级”成员，江先生回忆起当年让孩子加入“小
兵”，感到十分庆幸。因为，6年前从5名学员起
步的“小兵”，如今已发展成为全国国际象棋
后备人才基地，学员上千人。

棋类运动对于孩子而言是否太枯燥？
从事国象教学近20年的戴卫华老师给出
解答：“学国象的往往是幼儿园或学校里

最活跃、好动的孩子，在他们眼里，棋子就
是‘玩具’，下棋就如同打手机游戏。”戴卫
华介绍， 随着中国国象队近几年在世界大
赛中成绩屡屡突破， 涌现出了韦奕、 余泱
漪、居文君等众多90后“大师”，越来越多
家长和孩子“迷上了”这项智力运动。

中国国象取得的成绩， 无疑让这个项
目打开了知名度， 而真正推动其发展的原
因 ， 还是孩子和家长真正从中切身受
益———若能跻身前列者， 能够获得名校特
招的资格；即便不拔尖，孩子在学棋的过程
中锻炼了逻辑思维、 抗挫折能力、 观察力
等，这些都成为无形的财富。

戴卫华告诉记者， 许多孩子从刚来时
被对手吃了一颗棋就哭， 到一次次直面胜
负，最终学会“与自我的博弈”，这就是国象
的魅力。正如两三年前，江啸也曾遇到瓶颈
期却从未放弃， 因为他始终记得那句国象
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我是孩子心爱的‘玩具’。”国际象棋：

� � � � 在9月2日晚进行的2019年男篮世界杯小
组赛A组比赛中， 中国队与波兰队四节打成72
平后，加时赛中出现体力问题，最终76比79憾
负对手。图为中国队球员王哲林在比赛中扣篮。

新华社发

中国男篮加时憾负波兰

� � � � 9月2日，新学期开学。不少孩子带着暑期练就的“新技能”，在
同学们面前一显身手。记者近期通过走访发现，几个看似“不接地
气”的新型运动项目“摇身一变”成为青少年体育圈的“新爆款”。

新爆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