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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再伟大的运动员， 也敌不过岁月。 8月2日， 2018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南京举行， 男单上演中国德比，
35岁的林丹以0比2不敌小将石宇奇， 无缘8强。 这已经是他连续第4次输给石宇奇———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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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 18207 0 0 6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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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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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丹老矣，尚能饭否？

《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8）》发布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1.66平方米

据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截止2017年底， 我国体育场地
已超过195.7万个，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6平方米……2
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8）》（以下简称《报告》）在京
发布，一系列中国群众体育的最新数据也于会上披露。

《报告》 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和上海体育学院联合编
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据介绍， 截止2017年底， 我国体育场地已超过195.7万
个，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1.66平方米， 全国各市、 县、 街
道 （乡镇）、 社区 （行政村） 已经普遍建有体育场地， 配有
体育健身设施。 全国正式登记的体育社会组织数量年均增幅
达到10.86%， 各级各类体育协会数量大幅增加。 全国全民
健身站点已达到每万人3个。

截至目前， 社会体育指导员超过200万人， 全国每千人
公益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超过了1.5‰的标准。 职业社会体
育指导员近21万人， 游泳救生员18.4万人。 仅2017年， “全
民健身日” 前后全国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近3300场， 参与人
数超9000万人次。

此外， 《报告》 中指出， 当前我国群众体育发展依然存
在问题： 全民健身发展依然不平衡；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尚需完善； 群众体育的多元功能和综合价值没有得到充分体
现。

其中， 发展不平衡体现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 西部总体
落后于东部与中部； 城乡间发展不平衡； 体育健身参与人群
不平衡等。 其中健身人群集中在老年人与妇女群体， 农村地
区以及中青年群体、 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健身意识相对薄弱，
学生在校期间每天锻炼一小时还未完全落实。

◆“最好的尊重是全力以赴”◆

石宇奇是国羽男子选手中的后起之秀，
今年只有22岁， 曾夺得南京青奥会羽毛球男
单冠军。 近几年成长迅速， 尤其在和林丹的
对阵中， 表现亮眼。 此前， 石宇奇和林丹在
世界羽联赛事中相遇5次， 石宇奇4胜1负占
据明显优势， 而且他已经连赢了林丹3次。
本赛季石宇奇在全英公开赛和马来西亚公开
赛都战胜了林丹， 其中在全英赛上， 石宇奇
还是通过击败林丹拿到最终的冠军。

本次对阵， 林丹的状态着实一般。 首局
林丹还能和石宇奇对攻， 最终以15比21失

利。 第二局简直成了石宇奇的“表
演时间”， 林丹逐渐放弃了比赛，
以9比21结束争夺。

赛后石宇奇说： “今天我已经
发挥出了全部实力， 这也是对丹哥
最好的尊重。 虽然丹哥现在的能力
不如巅峰时期， 但手法还是要比年
轻选手好很多。” 他还表示， 林丹

经验丰富， 这样对抗中一般都是他跑动比较
多， 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很
关键。

尽管输球， 林丹赛后并没有很沮丧， 反
而强调这绝不是自己的最后一届世锦赛。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林丹能否坚持到东京奥运◆

作为世界羽毛球史上最伟大的男子运动
员之一， 林丹已经将羽毛球大满贯拿了两轮，
早已无需证明自己。 35岁“高龄” 的林丹仍
然多次表示： “要打到2020年东京奥运会。”

毫无疑问， 林丹现在的统治力已大不如
以前， 但他近两年的整体表现并不算差。
2017年， 他夺得马来西亚公开赛男单冠军，
这是他首次拿到东南亚赛事的冠军， 而且是
击败老对手李宗伟。 当年8月份， 他又时隔4
年再次打进世锦赛男单决赛。 天津全运会上，
林丹正是与首次打进全运会决赛的石宇奇对
决， 以2比0轻松获胜， 成为全运会史上实现
男单四连冠的第一人。

不过进入2018年后， 林丹的状态有所下
滑， 多个巡回赛在首轮就惨遭出局。 本次世
锦赛， 也倒在8强之外。 他唯一的安慰， 是在
5月夺得新西兰公开赛冠军。

后起之秀石宇奇尽管势头强劲，但他既没
有拿过世锦赛冠军， 也没有拿过奥运会冠军，
与现在国羽一哥谌龙、丹麦好手安赛龙等顶尖
选手还有差距。 连续输给石宇奇，也一定程度
反映了林丹在当今世界羽坛的竞争力。

现在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2年时间， 林丹
能坚持下去吗？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王亮）今晚进
行的中超联赛第15轮角逐中， 北京国安队主
场6比3战胜河北华夏幸福队，以9胜5平1负积
32分的战绩重返积分榜榜首，夺得半程冠军。

本赛季北京国安队表现惊艳， 自首轮客
场0比3不敌山东鲁能队后， 近13轮8胜5平未
尝败绩。上赛季排名第4的华夏幸福队今年表
现糟糕，14轮过后，战绩仅为4胜6平4负，排名
第11。

本场比赛是一场进球大战。 上半场两队交
替进球，北京国安队的索里亚诺打入两球，比埃
拉也有1球入账，华夏幸福队依靠高华泽和董学

升的破门紧追比分。下半场，北京国安队火力依
然强劲，索里亚诺再入1球，比埃拉通过任意球
破门，池忠国打入加盟国安队后的首粒入球。华
夏幸福队的卡埃比在第62分钟凌空抽射， 打入
球队第3球。

今天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广州恒大队
3比0轻取天津泰达队， 保利尼奥在比赛中梅
开二度，高拉特打入第3球。

至此，2018赛季中超联赛半程结束，北京
国安、山东鲁能、上海上港队位列前3，不过北
京国安队仅领先山东鲁能队1分。 七冠王广州
恒大队位列第4。

环湘赛环中国边境挑战赛收官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通讯员 陈剑岷 记者 王亮） “云

创环湘， 绿色中国” 第11届环湘自行车赛环中国边境挑战
赛7月31日结束， 从贵阳出发再回到贵阳， 有4名勇士完成
环中国边境25000公里的骑行挑战。

第11届环湘自行车赛环中国边境挑战赛3月12日启程，
经广西、 广东、 福建、 上海、 天津， 沿着海岸线经过东三
省北上漠河， 再穿越内蒙古、 新疆、 甘肃、 青海， 经过新
藏线抵达拉萨， 再由拉萨取道滇藏线抵达云南， 再回到贵
州， 全程33000公里， 实际骑行接近25000公里， 耗时142
天。

最终， 龙小良、 戴应彬、 喻希成、 骆旭强4名车手完成
25000公里全程骑行， 获得环湘勇士功勋奖。 唐瑛、 龚莉
轩、 龚涛、 汪毅坚、 袁峻岭分别获得环湘赛环中国边境特别
参与勇士奖。

中超半程结束

北京国安获半程冠军

� � � �图为北京国安队球员比埃拉 （左） 与河北华夏幸福队球员马斯切拉
诺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