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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圈

全运会艺术体操辽宁揽两金

艺体美少女尚蓉瞄准东京
本报记者

袁雪婧

“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感谢

本报天津8月20日电

记者

冠。 银牌归属山西选手赵雅婷，总

袁雪婧报道：第十三届全运会艺术

分为64.55分。 河北选手刘佳慧以

加上扎实的基本功和极强的艺术表现

炼，从去年到现在自己也更稳定了，心

一年前的里约， 尚蓉在技术上更加稳

体操项目比赛20日在天津科技大

63.10分获得铜牌。

力， 让她在全运会这样竞争激烈的舞

理上更成熟了。 ”

定， 能力上有所提高， 心智也更成熟

学体育馆落幕，辽宁队在两天比赛

在20日的集体全能决赛中，共

为了能帮助尚蓉快速提升， 去年

了。“尚蓉出成绩早，各方面条件很突

中成为最大赢家，包揽个人全能和

有山西、江苏、上海、重庆、浙江、辽

底辽宁队将其送到俄罗斯进行了3个

出，小姑娘也比较刻苦努力，我们更高

集体全能两枚金牌。

宁、山东、广西、天津、陕西、四川、

冠绝全场， 尤其是得到18.200分的棒

月训练。“感觉自己在技术和艺术表

的目标是东京奥运会有更大突破。 目

在19日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来

河北、贵州13支队伍参赛。 由白晓

操，仅一项就领先第二名2.45分，最终

现力上都有提升，”尚蓉认为去俄罗斯

前尚蓉与俄罗斯最高水平选手还有差

自辽宁、山西、河北、四川、广东、上

玥、郭玥含、孙燕妮、许颜书、杨晔、

台也能展现一枝独秀的实力。

队伍和教练的付出。 今后还要继续努

决赛中尚蓉4个项目的得分全部

力，我以后的路还长呢。 ”去年创造过
中国艺体奥运参赛最小年龄纪录，如
今00后小姑娘尚蓉在国内赛场已展现

总分领先亚军6.45分，优势巨大。“训

训练最大的收获是“自觉”，“看到别人

距，所以我们应该向高水平学习，目标

海、浙江、广西、香港、天津的共20

赵敬楠组成的辽宁队先后在3球2

出超乎年龄的成熟。 从美少女到艺体

练中我的圈、球好一点，但今天是棒、

怎么练，自己也会自觉加练。看到那边

是世锦赛和奥运会取得更好成绩。 ”

名选手参赛。辽宁选手尚蓉展现出

绳、5圈两项上得到18.300、18.400

女神，走向亚洲甚至世界顶级，都是尚

带发挥更好。 这次比赛的动作成套更

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可以取长补短，

蓉的目标。

符合我的风格，更能展现我的特点。 ”

自己也很努力。 ”

郑茜月也曾是一名艺体运动员，

绝对实力，难度和完成质量均在其

分，以总分36.70分排名第一夺冠。

和尚蓉年纪相差不大， 相处起来亦师

他选手之上，动作编排和艺术表现

这也是辽宁队连续4届全运会拿到

力极佳，在圈、球、棒、带4个项目上

集体全能冠军，成为国内不折不扣

姣美的面容，高挑的个子，完美的

尚蓉去年以16岁的稚龄参加了里

“今天尚蓉发挥出了自己的最好

亦友亦姐妹。“在思想上更能理解她，

比例， 说尚蓉是为艺术体操而生丝毫

约奥运会， 虽然资格赛后没能进入决

水平， 这次全运会是作为世锦赛的练

训练时的配合也很默契。 00后的孩子

先 后 得 到 17.950、17.700、18.200、

的王者之师。 四川队得到34.20分

不夸张。 虽然参与这个“靠腿吃饭”项

赛， 但这样的大赛经历对她的成长帮

兵， 我对她的表现比较满意。 裁判的

很有个性，很聪明，很有自己的思想，

17.150分， 全部排名全场最高，最

获得亚军， 江苏队以33.35分拿到

目的选手身材都很出色， 但尚蓉依然

助极大。“奥运会的经历很重要，当然

评分也非常公正透明， 这个冠军可以

这也铸就了她今天的成功。 ”

终 以 71.00 分 的 总 分 毫 无 悬 念 夺

季军。

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双超级大长腿，再

每一场比赛对我都重要， 都是一次锻

说实至名归。 ”教练郑茜月认为，相比

（天津8月20日电）

全运会激流回旋决出最后三金

图片新闻

本报讯

8月18日， 第十三届

全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决

秒多的时间， 毫无争议地拿到这
枚金牌。

赛在河南省宜阳县国家皮划艇激

男子单人皮艇比赛是福建选

流回旋训练基地结束，当日产生了

手之间的争夺，黄存光在半决赛中

该项目最后3枚金牌。

以109秒17排名第一， 他的队友全

女子单人划艇比赛中， 福建

鑫排在第六位晋级。决赛中全鑫发

选手许燕茹表现出色， 半决赛就

挥出色， 以106秒75冲上最高领奖

排名第一，决赛更是再接再厉，一

台， 黄存光遗憾地以4秒多的差距

举拿下该项目金牌。 男子单人划

排在第二位。

艇比赛的进程与女子单划类似，

至此本届全运会皮划艇（激流

四川选手舒建明半决赛就划出

回旋） 项目决赛5个项目的金牌全

113秒02排名第一，决赛更是一鼓

部产生， 福建队收获男子双人划

作气划出了111秒50的好成绩，领

艇、男子单人皮艇和女子单人划艇

先获得亚军的广东选手滕志强5

3枚金牌，收获颇丰。 （扈建华）

首届中国围棋大会落幕
2017鄂尔多斯首届

全新举措。立足于大众围棋的中国

橄榄球比赛于8月20

第十三届全运会

中国围棋大会日前在伊金霍洛旗

围棋大会以全民团体锦标赛和百

日在天津静海区团泊

影剧院落幕。 国际围棋联盟主席

城群英会两大全国性赛事为主线，

体育中心橄榄球场落

常振明、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主

辅以其他十几项群众性赛事，创办

下帷幕， 经过激烈角

任罗超毅等出席闭幕式。

世界智能围棋大赛，举行职业棋手

逐， 最终山东队包揽

2017鄂尔多斯首届中国围棋

年会、全国城市围棋工作会议和围

男女组冠军， 天津队

大会是一项面向海内外围棋爱好

棋明星见面会，使每名与会者都能

获得男子组第二名。

者的盛会，比赛形式多样，九路盘

充分享有参与围棋活动的机会。

图为山东男队主力队

棋王赛、马拉松围棋赛、啤酒围棋

常振明在闭幕致辞时表示，弘

员陈永强向女友刘晓

赛、女士围棋赛、少年棋王赛、百城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

晓献上订婚钻戒。

群英会等绝大部分赛事都是国内

大，影响深远。 中国围棋大会赛事

中体在线

首创，创国内综合性围棋赛事项目

内容丰富、赛制灵活，赛事开放，充

之最。

分体现了全民参与、乐在“棋”中的

史 婵摄

罗超毅表示，在全民健身国家

全运会网球单打一“ 老”一“ 小”夺魁
本报记者

林

剑

务的吴迪消耗很大， 尤其是在之前痛

国男网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

本报讯

宗旨，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一次前

战略的指导下，围棋越来越走向人

所未有的、 创新性的全民盛会，填

民大众，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补了空白，开创了全民围棋嘉年华

体育运动和娱乐方式，中国围棋大

的先河。

会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推出的

（王小岳）

1992年出生的王蔷以6比4取胜， 总比

失男双金牌之后，承受着巨大压力，好

随后进行的女单决赛中， 笑纳金

第十三届全运会网球男女单打决

在男单决赛之前， 吴迪收到了原国家

牌的则是“小将”王蔷。说是“小将”，但

这已经是天津队连续第三次夺得

赛日前在天津网球中心落幕， 代表上

队师姐李娜的鼓励，让他“从头再来”，

作为近些年来中国网坛涌现出的一位

全运会女单冠军， 加上之前获得的女

海出战的吴迪和天津本土选手王蔷登

这才有了在男单决赛上以两个6比3力

优秀球员，王蔷也算不上“小”，只是在

团金牌， 作为东道主的天津队成为了

上最高领奖台。

克北京队选手王楚涵的卓越表现。

全运会赛场上还从未有过单打夺冠的

分2比1，如愿亲吻全运会女单金牌。

柯洁将战中日龙星战对抗赛
本报讯

首夺中国围棋龙星

数创杯于去年11月在中国棋院揭

本届全运会网球项目的最大赢家。 天

战冠军的国内围棋等级分第一人

幕， 从去年12月至今年3月举行本

赛后有不少媒体提到吴迪已经是

赛后吴迪表示， 本届比赛确实背

经历。 决赛中王蔷面对的是天津队队

津队教练董岳森介绍， 凭借全新的球

柯洁将参战中日龙星战对抗赛。 8

赛，本赛分为两组，最多胜与最后

全运会赛场上的“老将”， 但实际上

负了很大压力，好在结果不错，收获了

友张帅，赛前张帅也曾表示，单打冠军

员培养模式， 天津网球已经摸索出一

月18日，第八届四维数创杯中国围

一胜进入半决赛。 结果A组柯洁

1991年出身的吴迪并不“老”，早在8年

单打、双打、团体项目的3枚奖牌，将来

提前归属天津，已经完成了任务。但在

条有中国特色的网球培养新路， 下一

棋龙星战颁奖仪式在中国棋院举

（最后一胜）、李钦诚（最多胜且连

前的吴迪就已经成为了最年轻的全运

一定要继续努力， 带领中国男网实现

比赛中， 实力相当的两人还是打得异

步天津队将延续这种“请进来、 走出

行，国家体育总局棋牌中心副主任

胜在后），B组辜梓豪（八连胜并取

会网球男单冠军。而在4年前的辽宁全

更大的突破。 吴迪同时对年轻人提出

常激烈：首盘比赛，王蔷凭借更为多变

去”的方式，为天津网球、中国网球的

叶江川与日本株式会社围棋将棋

得最后一胜）、杨鼎新（次多胜）进

运会上，笑到最后的同样是吴迪。此番

了期许，“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涌现出

的技战术组合以6比3拿下；次盘，张帅

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频道社长冈本光正出席颁奖仪式

入四强，今年4月和7月分别进行了

来到天津，身兼男单、男双两项比赛任

来，冲击、挑战我和张择，只有这样，中

则凭借“抢七”扳平大比分；决胜局，

并为柯洁颁发冠军奖杯及奖金。

半决赛和决赛， 柯洁连胜杨鼎新、

（天津8月20日电）

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主持

国象联赛跻身世界顶级水准
本报记者

葛会忠

李钦诚，首夺龙星战冠军。

颁奖仪式。中国围棋龙星战是由中

团体世界冠军， 联赛的培养和磨炼功

入了白热化。 为此志在夺冠的上海队

赛场上。 多年来国际象棋进校园一直

柯洁将参加今年晚些举行的

国围棋协会、日本株式会社围棋将

第四届中日龙星战对抗赛，对手是

棋频道、四维数创（北京）科技有限

日本第26届冠军芝野虎丸。前三届

公司共同推出的一项快棋比赛，成

中日龙星战对抗赛均为中方获

为沟通中日两国棋界和进行文化

胜。

交流的一项重要赛事。第八届四维

（陈

君

葛会忠）

不可没。正是在联赛的舞台上，外援的

继宁波站之后， 再次请格里修克前来

是国象甲级联赛的传统活动之一，本

国内许多职业联赛都不约而同地

整体水平逐年提升， 很多等级分在

助阵。 目前格里修克的等级分排名世

站联赛期间，王文浩、赵兰、宁春红和

有着一个成为中国“NBA”的梦想，中

2700分以上的一流男棋手开始频频在

界前10位， 其职业生涯最高等级分在

王垚垚等4位教练就走进了中国国际

国国际象棋甲级联赛当然也不例外。

联赛中露面。 通过大量的面对面实战

2810分以上。7月下旬格里修克在嘉峪

象棋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无锡东北塘

目前映美杯国象甲级联赛在无锡激战

对局， 年轻棋手既破除了对国外高水

关参加了与余泱漪的对抗赛之后，顺

小学， 与24位正在接受培训的小棋手

正酣，继上届宁波站的比赛之后，俄罗

平棋手的“迷信”，也增强了自信，积累

道转战宁波参加联赛。 这次无锡站格

下指导棋，其中就有7位来自美国的华

息，北京时间8月20日，正在法国里

斯名将格里修克再次代表上海队出现

了经验。 如今任何一名2700分左右的

里修克再次代表上海出场， 这也意味

裔小棋手也参加了这次车轮战。 据他

昂举行的第43届世界桥牌团体锦

中国男队在前7轮仅获一胜，

在联赛的舞台上。 伴随着像格里修克

外援， 要想在联赛中取胜都已经是非

着中国联赛在像格里修克这样的超一

们的父母介绍， 他们听说这里的氛围

标赛结束第一阶段循环赛，中国男

在参赛队中排名倒数第二。从第八

这样曾突破2800分大关的国外超一流

常困难的事。 天津队的俄罗斯外援马

流棋手心中已经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分

非常好， 所以在暑假期间带着孩子来

女队晋级八强，老年队遗憾止步。

轮开始， 中国男队迎来了13连胜，

顶尖棋手的加盟， 中国国际象棋甲级

拉霍夫就多次感叹，“在中国下联赛，

量，并不是顺道“打打酱油”。

东北塘小学进行体验式学习和训练。

联赛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

无论对手多年轻，都必须加倍小心，每

和竞争力的国际象棋职业联赛之一。

个人都具备了很强的冲击力。 ”

中国男女队晋级桥牌世锦赛八强
本报讯

据中国桥牌协会消

2队， 打出了两个20比0， 最终积
279.51分，以第二名晋级淘汰赛。

中国女队的晋级之路较为顺

并在第16轮以20比0大胜墨西哥

20日进行的第14轮比赛中， 上海

正如美国的NBA一样，在国际象

利，21轮比赛中，首战胜约旦，次轮

队，排名升至第八，最终以234.46
分排名第七，跻身八强。

队正是在格里修克的帮助下以3比2险

棋领域已经跻身世界顶级水准的中国

负俄罗斯，随后一路取胜9轮，排名

过去的10多年里， 中国棋手尤其

随着联赛的发展， 如今各队的实

胜北京队， 击败了夺冠道路上的主要

国际象棋甲级联赛， 正在对世界各国

升至第二名。 随后中国队负于美

中国老年队面对众多强队，奋

是男棋手能够在世界大赛舞台上不断

力都非常接近， 本赛季刚刚进入第四

竞争对手。 无独有偶， 目前中国国际

的顶尖棋手和普通爱好者释放出日益

国1队和英格兰队， 紧接着大胜印

勇拼搏，最终排名第10，未能晋级。

取得历史性突破，并已经3次夺得男子

站， 争冠和保级军团的竞争就已经进

象棋的吸引力已经不仅仅体现在联赛

强大的吸引力。 （无锡8月20日电）

度，最后两天对阵新西兰队和美国

（高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