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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记者 苏斌 姚友明）第
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 14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
示，共有 12000 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全运会决赛阶
段赛事，组委会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狠抓赛风赛
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认真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努力确

保举办一届健康、干净、安全的运动会。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介绍，本届

全运会共设 54 个大项、595 个小项，其中竞
技比赛项目设 35 个大项、410 个小项，群众
比赛项目设 19个大项、185个小项。

本届全运会既有 31个省（区、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火车头体协、煤矿体

协、前卫体协、香港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代表团，也有北京体育

大学、天津体育学院、俱乐

部等参赛单位，还有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
陕西省副省长、十四运会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方光华表示，陕西在筹办工作中聚焦全民全运、智慧全
运、绿色全运、人文全运、廉洁全运，努力做到全民参
与、智慧赋能、绿色引领、人文底蕴、廉洁办会五个“突
出”。

陕西 13 个市区承办绝大多数竞技项目比赛，帆
船、皮划艇激流回旋、冲浪、霹雳舞、击剑、场地自行车
等项目被安排在浙江、山东、四川、海南、江苏、天津、河
南7个省市举办。

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举办，大部分东京奥运会
参赛运动员将出现在本届全运会赛场。本届全运
会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的首个国内重大综合
性体育赛事，也是北京冬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
水平最高的体育赛事。有关部门紧绷疫情防控这
根弦，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针对近期福建省出现的疫情，十四运会疫情防控
专家组认为，此次疫情对十四运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
影响较低。

反兴奋剂工作方面，200余名兴奋剂检查官参与
全运会工作，实施非常严格的兴奋剂检查。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刘超峰 郭韬略）全民全运，同心
同行。奥运刚去，全运又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于 9月 15
日在古都西安擂响战鼓，陕西各地即将全面进入“全运时间”！
此时此刻，三秦大地，正用如火的热情，践行全运之约，向全国人
民发出清晰的信号：陕西，邀您共赴一场体育盛会。在陕西全运
会赛场上，50位东京奥运冠军都会悉数出战。除了跳水、艺术
体操、花样游泳等项目已经或准备结束外，其他项目的成绩都将
在开幕式后见分晓。

从 9月 15日到 9月 27日，13天时间里，466名河南健儿将
在 28个大项、225个小项中向冠军发起冲击。其中，吕扬、尹笑
言等刚刚在东京奥运赛场上摘金夺银的河南选手，也将再次代
表家乡在陕西的全运会赛场上一展风采。

在先期结束的各项决赛中，河南军团在场地自行车、女篮、射
击等项目中，已经获得5枚金牌、多块银牌和铜牌。

全运会是检验各省体育综合实力的“试炼场”，参加奥运会的
绝大多数运动员都将投入到全运会的金牌争夺之中。河南健儿在
奥运会上取得的成绩，无疑也为后续的全运会开了个好头。这些
在奥运会上表现出色的河南籍运动员，都将向全运会的金牌而发
起挑战。尤其是赛艇、武术散打等河南省夺牌的“拳头”项目，都将
义不容辞肩负起夺金的重要任务。

河南健儿陆续抵达赛场

本报洛阳专电（记者 陈
凯 文/图）昨日，第十四届全运
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洛阳市
体育中心自行车馆展开最后
一个比赛日的争夺。头戴“金
凤凰”头盔的河南选手郭裕芳
在收官之日再度展翅，勇夺女
子凯林赛桂冠，为河南省自行
车队在本届全运会场地自行
车比赛中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句号。至此，这支“冠军之师”
以4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
牌的骄人战绩傲视群雄。

在此前的比赛中，郭裕芳
携手队友鲍珊菊以及上海选
手钟天使，摘得第十四届全运
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
赛金牌。此外，她还获得了女
子 250 米原地启动计时赛的
银牌。出战女子凯林赛也是
郭裕芳向本届全运会个人项
目 金 牌 发 起 冲 击 的 最 后 机
会。参加凯林赛的运动员要
先在摩托车的引领下骑行 3
圈，随着摩托车离开赛道，再
进入最后的3圈冲刺环节。这
项比赛比拼的不仅是运动员
的能力，而且还有智慧。尤其
是在摩托车引领环节，骑行速
度不快的情况下，如何占据有
利的位置，以及在冲刺环节如
何利用前一位选手的尾流，保
持速度省劲骑行伺机完成超
越，这些都是一个斗智斗勇的
过程。

经过第一轮和半决赛的
比拼，郭裕芳跻身拥有国家队

名将钟天使、东京奥运会该项
目第八名获得者李慧诗、实力
派小将翟菲的 6名选手决赛。
决赛开始后，郭裕芳一直跟随
钟天使占据第二的位置，进入
冲刺阶段，很快利用自己出色
的爆发力完成超越，最终完美
地将本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
女子凯林赛的金牌收入囊中，
如愿拿下个人项目的金牌，展
现出了强劲的实力。

赛后，郭裕芳兴奋地说：
“ 这 一 天 比 下 来 ，跟 做 梦 一
样。在团体竞速赛上拿到金
牌之后，又能在凯林赛中拿到
个人项目的金牌，这让我更有
信心。赢得凯林赛首先是心
态很平静，做到这一点才能确
保发挥水平。另外，一天三轮
比赛，体能分配也很重要，半
决赛的时候，目标就是进决
赛，所以也有一点保留，这也
让我在决赛中有更充沛的体
能。”

本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
项目决赛阶段比赛将从 9 月
10 日持续到 9 月 14 日，设有
男、女团体竞速赛，男、女团体
追逐赛，男、女争先赛，男、女
全能赛，男、女凯林赛，男子30
公里麦迪逊赛，女子25公里麦
迪逊赛以及女子 250 米原地
启动计时赛等项目，共计决出
13枚金牌。共有来自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21支代表队
的254名运动员参赛。

场地自行车比赛落幕
河南揽四金傲视群雄

本报讯（记者 刘
超峰 陈凯）9月 14日
晚，第十四届全运会
女篮决赛在西安城市
运动公园体育馆举
行，比赛双方是奥运
联合队与江苏队。最
终，刚刚结束东京奥
运会征战的河南小将
张茹，和她的队友们
一起以 100∶52 战胜
江苏队，登上了冠军
领奖台。江苏队第二
名，广东队第三名，山
东队、北京队以及新
疆队紧随其后，东道
主陕西队垫底。

刚刚过完 22 岁
生日的张茹，决赛中
上场近 12分钟，得 7分、1助攻、1抢断、1篮板，表现不错的同
时，也为河南贡献了篮球项目的第一枚全运会金牌。

获得本届全运会金牌的是奥运联队，在过去5战中，她们取
得了5连胜，以全胜的战绩夺冠。江苏队紧随其后，她们在小组
赛获得 3胜 0负，半决赛又击败了广东队，不过，在决赛中输给
了奥运联队，获得第二名。

女篮决赛收官
河南再添一金

张茹（左）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 陈凯）继张雨为河南队贡献一枚铜牌
之后，9月 14日，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 25米手枪
速射决赛中，河南老将王亮在8轮过后，与东京奥运会该项目的
铜牌得主李越宏战成平手。最终，通过加赛，王亮以 31中遗憾
摘得银牌，这也是其在全运会上至今获得的唯一一枚奖牌。

作为河南射击队的一名老将，王亮曾在全国射击锦标赛上
夺取过冠军，并入选过国家队，参加过国际性大赛。这次在西安
的全运会上，王亮终于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全运会奖牌，也算圆
了自己的梦想。

据了解，全运会射击步手枪项目比赛设男子10米气手枪个
人、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女子 10米气手枪个人、男子 10米气
手枪团体、男子 10米气步枪个人、男子 25米手枪速射个人、女
子步枪 3种姿势个人、男子 10米气步枪团体、10米气手枪混合
团体、女子 10米气步枪个人、女子 10米气步枪团体、女子 25米
手枪速射个人、男子步枪 3种姿势个人等 13个项目。共有来自
全国 31个省市代表队，347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不乏东京奥
运会金牌选手杨倩、杨皓然以及老将郭文珺、庞伟等知名选手。

手枪速射决赛
老枪王亮摘银

本报讯（记者 秦华）经历了难忘的夏天，郑州的烟火气
终于回来了！9月 1日起，河南地区电影院陆续恢复营业。
为了感谢在抗洪救灾、疫情防控中默默奉献的医生、护士、
志愿者、消防战士、武警战士、人民警察等群体，奥斯卡电影
院线复工后，特别发起“披荆斩棘的平凡英雄，谢谢你”公益
观影活动，邀请大家到奥斯卡免费观影。

近日，“披荆斩棘的平凡英雄，谢谢你”公益观影活动顺
利启动，来自郑州市管城区、金水区消防大队官兵、郑州“猛
犸卫士”应急救援队队员、郑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工作人员
等 400余人，走进奥斯卡大上海影城、奥斯卡硅谷影城，共
同观看了影片《中国医生》《明日之战》。

目前，公益观影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符合条件的人
群，可关注奥斯卡电影院线官方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

电影市场随着中秋节的到来也热闹起来。根据奥斯卡
电影院线最新片单，目前中秋档内上映新片共有 13部，涵
盖了动作、冒险、爱情、青春、喜剧等多个题材类型。

由朱一龙、黄志忠主演的灾难动作片《峰爆》，于 9月
11 日开启超前点映，以优异的口碑获得观众认可，拉升
了不少市场期待。徐帆、张婧仪主演的《关于我妈的一
切》则聚焦亲情故事，还有改编自《草样年华》的青春片
《我的青春有个你》，讲述奇幻爱情的《日常幻想指南》，
于谦、贾冰等人主演的喜剧片《狗果定理》，丰富的类型，
多样的选择。

此外，中秋档还有 3部动画片集中上映，分别是《山海
经之小人国》《摇滚藏獒：蓝色光芒》《麦哲伦环游历险记》，
其中《山海经之小人国》取材自中国神话奇书《山海经》，由
中外团队联手打造。

多部影片云集中秋
公益观影致敬英雄

新华社阿联酋沙迦9月13日电（记者 肖世尧 苏小坡）
在经过数日的调整恢复后，中国男足13日进行了来到阿联
酋沙迦后首堂室外训练课，继续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杯预选
赛12强赛。面对两连败开局的困难局面，国足队长吴曦表
示球队会认真准备比赛，通过训练去提高，尽快解决问题。

今年 6月，中国男足在沙迦取得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
40强赛 3连胜，顺利晋级 12强赛。此番故地重游，中国队
将进行为期近一个月的集训，并在10月 7日进行与越南队
的比赛。中国队主教练李铁曾表示，会在这段时间练得非
常辛苦。据记者了解，提升训练强度，增加球员的体能储
备，将成为中国队在沙迦集训的重要任务。

“沙迦现在相比之前 40强赛时没有那么热，球员们会
适应一些。李铁指导说了在训练方面会上量，我们会认真
准备比赛，尽快解决问题，通过训练去提高，所有队员都会
全力以赴。”吴曦说。当日，中国队训练在当地时间晚 8点
开始，球场边有微风吹过，并不显得闷热。

在 9月 7日不敌日本队的比赛中，中国队主力中后卫
张琳芃因腰部受伤被替换下场。吴曦表示张琳芃还没有
恢复到100％，他的身体状况在未来几天将会更好。

对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越南队，吴曦则表示：“踢越南
前我们要先做好自己，按照教练组的要求，先做好平时的
训练。”

沙迦集训期间，中国队计划在9月下旬进行3到 4场热
身赛，通过高水平比赛来保持竞技状态、检验球队阵容。
中国队目前正在积极与有意向的国家队、俱乐部球队联
系，以尽快确定比赛对手和时间。

国足沙迦备战首练

本报讯（记者 秦华）你有心仪的图书吗？图书馆来帮
你买单。记者昨日获悉，为丰富馆藏，更好地满足广大
读者阅读需求，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
不约而同地推出秋季线上荐书、云采购活动，诚邀读者
参加 2021全国馆配商联盟秋季线上图采会，为图书馆荐
购好书。

2021全国馆配商联盟秋季图采会采用线上订购的模
式，让广大读者足不出户“云上荐书”。活动在线上平台举
办5天，将于9月 17日落幕，共展示数百家出版社全品种图
书，二十余万种新书资源，包括社会科学、文化教育、军事科
学、财经管理、儿童绘本、青少年文学、人物传记等多种图书
类型。同时，还有出版社在线直播、与直播老师互动，抽取
直播间红包等待大家参与。

河南省少儿图书馆、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的读者朋
友可关注两馆公众号，查看“读者选购相关指南”具体操作
流程，挑选出自己心仪的图书，两馆将根据馆藏进行查重购
买、入库，持卡读者均可免费借阅。参与活动的幸运读者还
可获赠图书。

据了解，两大图书馆曾推出过线上或线下“你选书、我
买单”活动，实现了部分读者与图书之间的零距离阅读，颇
受读者欢迎。

两图书馆启动云采购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郑州美术馆了解到，
该馆瑞达馆于昨日起恢复开放。根据我市防疫工作要求，
郑州美术馆将实行错峰、分时段预约参观制。为方便广大
观众赴瑞达馆参观展览，郑州美术馆特开通瑞达馆线上预
约通道。

据了解，市民可通过郑州美术馆微信公众号识别相关
二维码，进入预约通道。该馆于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
开放（16：30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
外。 9月 14日至 12月 31日，线上预约系统正常开放。 具
体预约时间：9：00~13：00，500 个名额；13：00~16：30，
500个名额 。疫情防控期间，该馆只限个人以线上预约方
式入馆，不接受现场登记入馆。入馆人员均需在平台线上
预约报名，限流进入。

预约成功后，观众需测量体温、扫健康码有序排队入
场，进馆后需全程佩戴口罩，排队过程中须与他人保持 1.5
米以上距离。 线上预约成功后，观众从该馆正门预约通道
凭预约码或预约成功短信进馆。儿童入馆需由家长陪护，
每个成人只限带1名儿童（未满14周岁）。

郑州美术馆瑞达馆
昨起恢复开放

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超12000名运动员参加
十四运会决赛阶段比赛

全运媒体村一角全运媒体村一角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吴刚吴刚 摄摄

郭裕芳
展示奖牌

一个月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河南健儿鲍珊菊携手上海选手钟天
使，斩获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
金牌。昨日在洛阳结束的第十四届
全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中，河南队又
揽下 4 枚金牌、2 枚银牌、3 枚铜牌。
从奥运赛场首夺金，到全运赛场创近
几届全运会最佳战绩，河南场地自行
车健儿出彩的“密码”是什么？正源
于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管理
中心构建的科学化训练体系，对青少
年训练的重视，以及灵活的管理制
度。

河南省自行车队在本届全运会
上摘得的4枚金牌中有 3枚来自短距
离组，对此，该组主教练高亚辉说：

“从我们自行车队聘请的两位外教身
上，我学到了很多先进的训练理念和
方法，这对我的执教水平和能力提升
很大。也正因如此，我才能为队员提
供更科学的指导。”

其实作为一名热爱和善于学习
的优秀教练，无论是此前带领河南队
到国外进行训练，还是执教中国自行
车队短距离组，高亚辉总会抓紧一切
机会进行学习，不断更新训练理念，

“先进的训练理念和方法，会让我们

的训练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作为教练我必须去不断认真学习，只
有这样才能通过我的执教，不断提升
队员们的水平。”

高亚辉口中的两位高水平教练，
一位是前英国自行车队主教练、现河
南省自行车队中长组主教练萨顿，另
外一位则是前澳大利亚自行车队体
能教练、现河南省自行车队体能教练
斯科特。“我们聘请两位高水平外教，
就是希望通过他们先进的训练理念，
构建我们科学化的训练体系，助力队
伍水平全面提升。”河南省自行车现
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陈皓向记
者介绍说。

从去年到今年的全国场地自行
车年度比赛中，河南队先后拿过所有
项目的金牌，到本届全运会揽下 4
金 ，这些出彩成绩的背后，正是河南
场地自行车健儿们保证一个个训练
质量的积累。正如斯科特所言，“没
有好的训练质量的保证，测量运动员
生化指标没有任何意义。”

“就像冰山一样，生化指标只是
冰山一角，冰山下面的训练质量本
身才是最重要的。”斯科特如是说，

“我们会结合自行车不同的项目制

定不同的体能训练动作和标准，最
终目的，就是把体能训练时储备的
力量和能力转化成赛场上的速度和
成绩。”

竞技体育出彩的是“金字塔塔
尖”，而青少年训练则是“金字塔塔
基”。没有牢固的“塔基”，又哪来出
彩的“塔尖”？

据了解，近些年，河南省自五中
心按照省体育局要求，以“把方向、
抓输送、控过程、重效益”工作方针，
以改革为主旋律，将省队成绩与输
送地市、输送教练员利益共享，不断
增加青少年训练经费投入，主动与
国际自盟、国家自行车运动协会的
项目要求对接，探索研究适合河南
实际、符合青少年自行车训练成长
规律的发展道路，并通过向地市派
出帮扶教练员、免费发放帮扶器材
优化训练条件，举办夏令营集中省
内 12个市（县）喜爱自行车运动的青
少年到洛宁训练基地进行提高集训
等措施，逐步夯实我省自行车项目
健康持续发展基础，储备我省自行
车优质后备力量，促进全省青少年
自行车训练新发展。

本报洛阳专电 记者 陈凯

解读河南场地自行车全运出彩“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