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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主
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全球军
人最高规格的大型综合性运动
会。自 1995年开始，军运会每
四年举办一届，会期 7～10天，
是和平时期各国军队展示实力
形象、增进友好交流、扩大国际
影响的重要平台。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 50 周年和《联合国宪章》签
署，首届军运会于 1995 年 9月
4日～16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举行。第二至六届军运会分别

在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意大利
卡塔尼亚、印度海德拉巴、巴西
里约热内卢、韩国闻庆举办。

军运会参赛运动员都是各
国现役军人。军运会比赛中，
既有综合性奥运会项目，也有
军事特色项目，如空军五项、军
事五项、海军五项、定向越野和
跳伞，这些项目实战性强，贴近
军队实际训练。因此，军运会
也被称为“军人奥运会”。

前六届军运会上，俄罗斯
代表团实力超强，除缺席的巴

西里约军运会之外，五次参赛
全部位列金牌榜第一。中国代
表团表现出色，历届金牌数量
均位居前三。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
于 10月 18日～27日在中国武
汉举办。本届军运会主题口号
为“创军人荣耀 筑世界和平”，
共有 109 个国家 9308 名军人
报名参加，共设置 27 个大项、
329 个小项，竞赛项目为历届
最多。

新华社武汉10月17日电

新华社武汉10月17日电 徜徉两江四岸，
军运灯光表演流光溢彩；漫步街头巷尾，“兵兵”
形象萌态可亲……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客。
举世瞩目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18日将在
武汉开幕。如今，江城上下活力爆表，军运氛围
热烈动人。

“妈妈快看，‘兵兵’正在大楼外面跑呢！”16
日晚，一场军运主题的灯光秀在长江两岸上
演。绵延几十公里，布局在岸线、楼宇、桥梁上
的无数光源，如同一张巨屏，照亮长江主轴岸
线。在后台统一控制下，军运会吉祥物“兵兵”不
停出现在楼宇的外立面以及跨江桥梁斜拉索上，
自然风光与人工景致交相辉映，让人耳目一新。

时下，“兵兵”在武汉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它既是学生彩笔下的心爱萌宠，也是新潮青年
造型打扮的特别配饰，更是中外游客必选必购
的玩具摆件……其阳光、自信的笑容和张开双
臂、迈步向前的造型，将武汉市民当好东道主的
愿景浓缩，将城市包容开放的姿态展现。

高铁站外，憨态可掬的“兵兵”随处可见；地
铁电视上，军运形象宣传片循环播放；“创军人
荣耀 筑世界和平”等军运标语标示更是引人注
目。“到处都能看到‘兵兵’，形象推广深入人
心。”经常来武汉出差的周先生说，“从下火车那
刻起，明显感到武汉就是座军运之城。”

作为迄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最广的
一场世界军人运动盛会，武汉将迎来全世界
10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现役军人在此角逐27个
大项、329个小项的比赛。

从近万名运动员食宿接待，到 35座场馆的
建设和调试，再到 23 万多人志愿者队伍的组
建，还有几十万观众观赛、出行等方方面面的综
合保障，可谓事无巨细、纷繁复杂。从确定为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举办地至今，在武汉市民
凝心聚力之下，历经 1600多个日夜精心准备，
目前，军运村已迎来各国贵宾，排球足球比赛率
先开赛，军运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

武汉每天不一样，军运天天有精彩。当前，
逐鹿武汉、鏖战江城的集结号已然吹响，有颜值
的城市、有气质的市民正翘首以盼，迎接盛会的
到来。

右上图：10月16日，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
主席赫尔维·皮奇里洛（左）点燃第一支火炬。
当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火炬传递活动在
武汉东湖绿道举行。

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2019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
会（以下简称冬博会）17日在北
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

本届冬博会延续“冰雪力
量”的主题，突出国际化、产业
化、大众化的办会特色，旨在通
过构建国际冰雪产业交流渠
道，打造政府相关机构、企业联
动的冰雪产业文化沟通平台，
推动中国冬季运动发展，促进
冬季运动项目在国内的普及，
形成良好的产业氛围和文化氛
围，助力 2022 年冬奥会筹办。
在为期 4 天的冰雪盛宴中，冬
博会将通过展览展示、主论坛、
平行论坛、产业交流、专场活动
等形式，以多层次、全平台理念
全面涵盖冰雪产业链，探讨中
国冬季运动发展之路，推动我
国冰雪产业发展。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通过
视频表示祝贺。他说，值此冬
博会召开之际，谨向冬博会主
办方表示祝贺，并祝会议圆满
成功。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
祝 福 视 频 中 表 示 ，对 芬 兰 来
说，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是今
年中芬冬季运动合作中的一
个里程碑。

2019 冬博会展览面积达 3

万平方米，设置 20余场平行论
坛及配套活动，吸引了来自芬
兰、奥地利、意大利等全球各地
的600余家海内外品牌参展，还
有 240 余位各领域权威嘉宾就
全球冰雪产业最新经验成果、中
国冬季运动发展之路进行深入
探讨和交流。展会预计参与观
众将突破16万人次。

展会设置了奥运主题展区、
国家组团、冬季及高山技术、室
内冰雪技术、户外和个人装备、
冬季旅游目的地、省市组团及冬
季运动文化、冰雪孵化、冰雪进
校园、媒体展区、大众冰雪嘉年
华等十余个主题展区，系统展现
全球前沿的装备设备、冰雪技
术、冬季运动旅游、冬季运动教
育等方面的产业成果。

奥运主题展区内，2022 北
京冬奥组委展台向观众展示了
冬奥会筹办工作进展、赛区分布
和场馆规划、冬奥会及冬残奥会
的运动项目和竞赛知识等形式
多样的内容；中国奥委会再次亮
相冬博会，从中国奥委会自身形
象、备战 2022冬奥会、3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三个方向为大众带
来精彩的展示；张家口、延庆、首
钢、北京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等
展区通过不同形式、各个角度展

示了各自在冬奥筹办过程中的
成果。

北京市副市长、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
会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希
望大家充分发挥专业、经验、资
源等方面优势，充分利用冬博会
这个平台，深入洽谈交流，广泛
开展企业对接、项目合作、人员
培训、冬季旅游等务实合作，取
得更多丰硕成果；也希望冬博会
组委会进一步创新冬博会组织
运行方式，与国内外有关方面共
同努力，不断提升专业化、国际
化和大众化办会水平，把冬博会
越办越好，为推动冰雪运动和冰
雪产业高质量发展，举办一届精
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除开幕式暨主论坛外，本届
冬博会还开设了奥运城市发展
论坛、芬兰日主题活动、冰雪文
化发展论坛、冰雪创业争霸赛、
中国冰球发展论坛、雪场运营管
理论坛、中国冰雪人才发展论
坛、冰雪旅游发展论坛、场馆设
计及营造论坛等平行论坛以及
国际冰雪智库闭门会议。

本届冬博会由北京奥运城
市发展促进会和国际数据集团
主办。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为国家
队世预赛让路之后，中超联赛本周
末重新点燃战火。周日，河南建业
将坐镇航海体育场迎战重庆斯威。
作为曾经的重庆主帅王宝山，对这
支队伍的打法已经相当熟悉，如今
势头正佳的中原子弟兵，决心以一
场完美的胜利提前成功保级。

在间歇期期间，建业将士一点
也没闲着，赴韩国进行了两场热身
比赛，取得一胜一平的不败战绩。
16 日，全队结束为期 10 天的韩国
拉练后，在中牟基地再次集结。在
备战训练中，无论是外援还是本土

球员，精神面貌良好，并且求胜欲望
相当强烈。

目前建业积 30分，形势一片大
好，收官阶段的目标就是尽力体现
稳定性。自重庆队于 2015赛季重
返中超，建业与之联赛交锋战绩为
2胜 4平 3负，建业主场对斯威 2平
2负尚无胜绩。本赛季首回合交锋
建业客场0∶0战平斯威。

重庆斯威13日在补赛中大胜北
京人和，积分提升到33分，进一步巩
固了积分榜中游排名。目前斯威与
降级区相差15分，联赛还剩下五场，
斯威已经可以确定提前保级成功。

周日航体迎战重庆
建业渴望提前“上岸”

本报讯（记者 陈凯）20日，“碧
源杯”2019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
赛，将在郑州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
开拍。20日～25日，本次赛事前 6
天的比赛，广大市民可以凭身份证
通过安检后，免费入场观赛。

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单项羽毛
球赛事，也是郑州市首次承办的全
国计划内羽毛球最高水平专业赛
事，2019 年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
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郑州市
体育局、郑州报业集团承办，设有
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
5 个竞赛项目，共有来自北京、上
海、天津、河南、河北等 26支代表队
的 514名运动员参赛。这些参赛选
手中不仅有世界冠军柴飚、田厚威
等一些国内知名运动员，同时还有
8名通过2018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
毛球大赛总决赛中选拔出来的“草
根”选手，专业选手与业余选手同场
竞技是本次比赛的一大特色，双方

将为广大市民带来多场精彩纷呈的
对决，共同演绎羽毛球运动的精彩。

本次赛事共计 8天，20日～24
日是预赛阶段，每天上午 10 点开
赛，其中 23 日、24 日下午 2 点开
赛，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分 9块
场地分别进行 5 个单项的预赛。
25 日～27 日，将进行正赛阶段的
比赛，其中 25日上午 10点开赛，26
日、27日下午 2点开赛，分别进行 5
个单项的八分之一、四分之一、半
决赛和决赛的争夺，最终决出各单
项名次。

为了能使我市更多羽毛球爱好
者现场观看、学习、欣赏高水平的比
赛，本次赛事组委会决定，20 日～
25日的所有比赛，广大市民可以凭
身份证通过安检后，免费入场观
赛。26日～27日的半决赛和决赛
的比赛将采取售票方式进场观赛，
有关票务事宜可关注“大麦网”进行
了解。

全国羽毛球单项冠军赛周日开拍
前6天比赛市民可免费观看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20日上
午，2019第五届中国郑州国际徒步
大会将在郑州隆重举行。今年的徒
步大会设置有 5公里亲子、情侣徒
步线路和 15公里全民健身徒步线
路，两条路线均在郑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第八大街中心广场鸣枪开走。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只待
比赛准时鸣枪。

中国郑州国际徒步大会是河南
省体育局深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精心打造的全民健身体育品牌
活动，已成为美国、俄罗斯、荷兰等
十多个国家徒步爱好者促进交流、
学习的最佳平台，是国内如河北、山
东、安徽、江苏等省市，我省 18 地
市、省管县市专业徒步团体，以及郑
州广大市民共同参与的大型国际群
众性全民健身体育盛会。成为向外
界展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新
窗口。

本次徒步大会经过几个月努
力，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大
会呈现以下几个亮点：一、面向社会
免报名费征集 70组家庭，要求孩子
年龄在5周岁，征集70对情侣，要求
在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二、从我省各
行业选拔出多位为河南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贡献的代表性人物，担任郑州
国际徒步大会形象大使，他们与开幕
式嘉宾、奥运冠军、全国人大代表共
同领走徒步大会，引领我省全民健身
事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三、举行专
业徒步团体形象展示评比活动；四、
组织残疾人徒步方阵，让残疾人群融
入全民健身运动中来。

2019第五届中国郑州国际徒步
大会由河南省体育局、共青团河南省
委、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等主办，郑
州市体育局、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等承办，以“全民健身
健康中原”为主题。

2019第五届中国郑州
国际徒步大会周日鸣枪

本报讯（记者 陈凯）今晚，赊店
老酒·2019 河南省男子篮球联赛，
将展开第三阶段八强战的争夺，从
第二阶段大区赛脱颖而出的 8支球
队，将按照主客场赛制进行比拼，直
至决出最终的总冠军。卫冕冠军郑
州队今晚 7点，将坐镇主场郑州师
范学院综合馆，迎战第三阶段首战
对手洛阳队。

河南省男子篮球联赛，是由河
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河南省篮球协会承办，各
地市体育局、篮协协办的省级联

赛。今年是该项赛事连续举办的第
四个年头，与去年赛事一样，今年的
河南省男篮联赛再一次实现了河南
篮球界的大团圆，全省18个地市均
派球队参赛。

作为全国第二个举办省级篮球
联赛的省份，河南省成为全国省级
篮球联赛的先行者。经过前三届赛
事的沉淀和积累，河南省男篮联赛
已经成为河南省水平最高、影响力
最大，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省
级篮球赛事，更成为河南省的品牌
赛事。

河南省男篮联赛八强战今晚开赛

郑州队主场首战洛阳队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CBA联盟”）17日在北京召开CBA俱乐部投资人
会议暨股东会第七次会议。会上，CBA 联盟就进一步加强
CBA联赛职业化和品牌化建设、建设篮球强国等议题发布了
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自获得中国篮协授权从 2017—2018赛季开始独立运营
CBA联赛以来，CBA联盟公司与所有CBA俱乐部在中国篮
协的指导和支持下，致力于将CBA联赛发展成为最具社会影
响力的体育联盟，将CBA建设成为国人最热爱的篮球品牌。

在刚刚结束的 FIBA世界杯上中国队的惨痛失利，暴露
出了中国篮球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巨大差距，作为中国篮球的
重要组成部分，CBA联赛肩负着为各级国字号队伍输送人才
的国家责任以及推动篮球运动发展、扩大青少年受众基础的
社会责任。痛定思痛，我们清醒地意识到CBA联赛存在的各
种系统性问题和深层次挑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世界杯
的失利将激发 CBA 联盟每一个篮球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敢梦，梦想中国篮球的美好未来，让每一位中国篮球人骄傲自
豪；敢当，脱胎换骨，锐意革新，为中国篮球的复兴，为中国球
迷的快乐而担当。CBA联盟必将敢梦敢当，早日实现中国篮
球的伟大复兴！

即将于11月 1日开始的2019—2020赛季，CBA2.0新的
征程即刻出发。我们将，加强俱乐部和运动员、教练员的爱国
主义教育和正能量价值观培养，学习女排精神，充分发挥党支
部在俱乐部和球队建设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培养运动员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敢于拼搏、为国争光的崇高理想，并制定
CBA联盟职业行为准则与规范；从供给侧改革、配合中国篮
协的青训筑基行动计划，逐步升级青少年运动员培养机制，加
大俱乐部青训投入，同时呼吁、恳请社会各界改革传统的运动
员注册“户口簿”制度，试点体育、教育和社会资源深度融合的
竞赛通打体系，共同培养青少年篮球运动员，推进中国篮球的
供给侧深水区改革；推动球员“工资帽体系”，规范各俱乐部球
员工资管理体系，逐步增加国内球员的流动性；优化联赛外援
政策，通过更加合理地设定外援注册人数和上场时间，提高国
内球员竞争力和竞技水平；实施更合理的俱乐部准入制度，提
升俱乐部运营水平，推动CBA联盟健康持续发展，加快俱乐
部自有或自营场馆步伐，鼓励俱乐部建立青训中心，逐步落实
球队名称中性化，打造球迷喜闻乐见的CBA本土球队品牌形
象；丰富青少年和国际化赛事体系，打造更加开放的CBA夏
季联赛和更高水平的CBA国际冠军杯等品牌赛事，逐步试点
开发少年CBA和 CBA梦想联赛等一系列青少年赛事；优化
球迷线上线下观赛体验，塑造更加年轻、文化自信和践行公益
的CBA正能量品牌形象，与全球知名品牌合作伙伴共建数字
化、社群化的球迷协会，通过中国的互联网生态体系和大数
据、高科技手段，打造创新型的CBA ID用户成长体系和篮球
产业操作系统，引领中国体育产业发展。

CBA联赛自 1995—1996赛季创立，过去的 24个赛季参
与了中国篮球产业的高速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男篮三度杀入
奥运会八强的成就。国务院近期颁发的《体育强国建设纲
要》，更是为篮球产业和CBA联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奋斗和前行路上，中国的联赛、中国的CBA需要中国球
迷的呐喊与助威、意见和建议、理解与耐心，还有发自内心的
祝福，需要具备全球化视野的诸多合作伙伴的鼎力支持，更需
要各级政府各个部门的领导和指引。篮球在中国拥有最广泛
的群众基础，CBA的发展关乎中国篮球的复兴，关乎中国球
迷的快乐。CBA联盟的每一位成员，自当众志成城，以实际
行动敢于梦想，敢于担当，为中国篮球的伟大复兴而努力，为
中国建设现代化体育强国而奋斗终生！

第七届世界军运会今日江城开幕

CBA联盟发布
《敢梦敢当》联合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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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军
人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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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汇聚全球资源 打造冰雪盛宴
20192019冬博冬博会在京启幕会在京启幕

10月17日，一位小学生在体验滑旱地滑雪设备。 新华社发

中国羽毛球名将韩爱萍
因病医治无效，于10月16日
晚在武汉逝世，享年57岁。

韩爱萍10岁开始羽毛球
训练，16岁进入国家队，17岁
在1979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上首次夺得国际大赛金牌。
在其竞技生涯中，韩爱萍以技
术全面、扣杀快速凶狠、上网
步法灵活著称，在国际大赛中
共获得13枚金牌，包括8次单
打冠军和5次双打冠军。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
韩爱萍与另一位中国羽毛球
名将李玲蔚基本轮流夺取各
项世界大赛的冠军，两人并称
“羽毛球双女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