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预赛国乒队参赛名单
男单：马龙 、张继科 、许昕 、樊

振东、林高远
女单：丁宁 、刘诗雯 、朱雨玲 、

陈梦、木子
男双：马龙/波尔（德国）、樊振

东/许昕
女双：丁宁/刘诗雯、朱雨玲/

陈梦
混双：方博/索尔加（德国）、冯

亚兰/格罗斯（丹麦）
2017年世乒赛单项赛将于5月29

日至6月5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行。

湖南首届乒乓球团体精英赛

世界冠军张超、郝帅将挥拍浏阳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蔡矜宜）记者今天从省乒协

了解到，2017湖南首届乒乓球团体精英公开赛将于4月8日至
9日在浏阳举行，世界冠军张超、郝帅以及国家队队员林晨等
20多名专业运动员参加角逐。

本次精英赛由浏阳市人民政府、省乒协主办，共有来自湖南、
广东、江苏、河南等10个省市及澳门地区的28支代表队参赛。根
据竞赛规程，每支参赛队至少有1人达到省专业一线运动员水平。
该赛事也是浏阳举办规格和水平最高的乒乓球赛事。首届精英赛
总奖金达30万元，冠军队伍将获得8万元现金大奖。

秦志戬孔令辉
分别竞聘男女队主帅
30日，2017国家乒乓球教练员竞聘

会议在辽宁省鞍山市举行。 此前兼任男
队主教练的国家乒乓球队总教练刘国梁
此次没有竞聘男队主教练。 秦志戬和孔
令辉分别竞聘男女队主教练的岗位。此
外， 前奥运冠军王皓和马琳也参与了男
队教练员的竞聘。

据了解，此次竞聘为了增强国家队教
练员的危机感，聘任期限从原来的四年改
为两年，而且本周期教练员竞聘采用末位
淘汰的办法。在被问及为何放弃竞聘男队
主教练时，刘国梁表示，“人在每一个周期
和每一个年龄段就要做不同的尝试和挑
战。”曾经带过马龙和许昕两名奥运冠军的
秦志戬此次竞聘男队主教练的岗位。“我个
人主要的优势是通过11年的教练经历，尤
其是单打方面，把许昕从一个主力队员变
成奥运冠军，还有把马龙带成大满贯，这其
中起起伏伏有着太多的东西。”

在上午进行的竞聘会上，国家乒乓球
队还迎来了两名熟悉的“新”面孔———现
执教八一队的前世界冠军王皓和广东队
总教练马琳也登上了陈述台，竞聘男队教
练员的岗位。王皓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对
国家队的怀念之情。“如果能竞聘上男队
教练，我会把乒乓精神传承下去。”王皓在
执教八一队期间， 带领球队勇夺2016年

“超级联赛”总决赛男团冠军，还培养出樊
振东这样优秀的国家队主力球员。

据了解， 此次参加竞聘的教练员接
受不记名打分评议， 竞聘一线教练员除
接受参加竞聘会的全体会议代表评议
外，还须接受国家男女一线运动员评议。
竞聘的最终结果预计将于4月1日公布。

新一轮“限制中国说”？
国乒并没太“上心”

国际乒联日前公布运动员积分规则
的修改提案，触发新一轮“限制中国说”。

不过30日中国乒乓球队在鞍山召开教
练员竞聘会期间，总教练刘国梁回应说，
国乒队上下对这事并没有太“上心”。

“新的计分办法我还没太研究过，”
他说，“我们中国乒乓球队对世界排名好
像一直不是很重视， 因为怎么排前几号
都是我们的人，世界排名也不是我们（选
材用人）的重要参考依据。”

根据已经公布的提案细则， 一旦实
施这份积分改革方案， 国际乒联将不以
运动员之间的胜负关系计算积分， 仅参
考赛事级别和晋级轮次， 意味着参赛频

率将成为世界排名的重要决定因素之
一； 二是单打排名只计算有效期内分值
最高的八次赛事积分， 洲际比赛只记一
次；另外，缺席一年积分清零，也意味着
一旦有复出的情况， 不管水平多高的球
手都得连续打很多场资格赛。

对于刘国梁安之若素的回应态度，有
记者指出， 新积分规则对原本每年固定参
加6-8站公开赛的中国乒乓球队不利，可能
意在打破国乒凭世界排名优势、 往往能在
赛事抽签中分别有人镇守上下半区的均衡
局面， 刘国梁闻后笑称：“要是改积分规则
是为了把中国选手都挤进一个半区， 那我
们就想办法包揽世界排名前二呗。”

（综合新华社鞍山3月30日电）

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蔡矜宜体育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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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龙舟大赛首次来湘
4月15日至16日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3月30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今天从省体育局了解
到，2017年中华龙舟大赛长沙芙蓉分站将于4月15日至16日在浏
阳河东屯段龙舟码头水域举行，这是我省首次举办中华龙舟大赛。

中国龙舟大赛是目前国内级别最高、竞技水平最高、奖金额
度最高的龙舟赛事，已连续举办7届。本次长沙芙蓉站，是2017年
度的第二站赛事，将有74支队伍、近1500名运动员参加，是中华
龙舟大赛举办以来参赛队伍、人数最多的一次。 本站比赛分职业
组和青少年组，设100米、200米和500米3个项目。

本站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中央电视
台体育频道、中国龙舟协会、省体育局、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
至少将有9支省内队伍亮相，与国内其他队伍竞逐浏阳河。

刘国梁将卸任国乒男队主帅
■王皓马琳有望进入教练组 ■刘国梁霸气回应乒联积分改革：无所谓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082 5 5 3
排列 5 17082 5 5 3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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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工商广字００１号 广告部电话：（０７３１）8４３２６０２６、8４３２６０２４ 邮箱地址：4326042＠126．ｃｏｍ 零售：每份1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０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 � � � 3月27日第十三届全运会乒乓球资格赛在鞍山市举行， 图为广东队教练马琳
（左）在比赛中指导林高远（右）/刘诗雯。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