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届全运会发布多项改革创新 19 大项增设群体赛事力邀民间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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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打造全民运动

昨天下午，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召开第十三届
天津全运会改革创新新闻发布会，会上，第十三届
全运会组委会副主任李颖川介绍了主要内容，为了
贯彻以“全运惠民，健康中国”为办赛理念，本届比
赛将会进行多项重要改革，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增加
了 19 个大项的群众体育比赛项目，让更多的“草根
选手”
和民间高手在全运会赛场上展现风采。

多种组队方式
“全民参与”
据李颖川介绍，本次全运会的创新改革举措中
包括多项内容，
重点关注的就是
“全民参与”
，
其中一
条就是鼓励省区市在部分 4 人以下（含 4 人）项目上
跨单位组队参赛。根据此前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
关文件，本届全运会的 10 个大项、49 个小项实施跨
单位组队参赛政策，相关报名方式、积分办法、换人
政策等具体规定以修订后的项目竞赛规程为准。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实现群众参与全运会比
赛、非专业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的目的，
本届全运会 50 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100 米蛙
泳 3 个项目允许业余运动员可以在通过资格赛成绩
达标后参加决赛，与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此外，
为了突出城市足球属性，鼓励城市为足球发展多做
贡献，
还新增了
“男子足球城市组”
比赛。
李颖川还介绍，为了让全国更多地区的运动员
参与到全运会的“大家庭”中，本次全运会将实施少

数民族自治区交流引进少数民族运动员政策。同
时，还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军地竞技体育融合发展策
略，形成军地共同为国家培养竞技体育人才合力，
相关政策也正在制定之中。

百姓可参加预赛，全部利用群众身边的“接地气”场
所。同时，也将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作为
赛事志愿者服务于群众。

19 项群体比赛全面
“接地气”

既然本届比赛设置了 19 个大项，又鼓励群众
参与其中，那么对于参与者的资格是否有具体的要
求呢？据了解，
本月 3 日，
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了
《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总则通知》，其中对
于运动员资格和审查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通知》指出，参加本届全运会群体比赛的运动
员必须首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同时应经县级
以上医务部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还须符合各项目
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的有关规定。国家体育总局
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
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
可利用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
格进行审核与监督。
对于资格的审定问题，刘国永司长表示，将会
进行严格的筛查，如果发现有职业或者半职业运动
员参与项目，将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他说：
“这
些项目就是为普通群众搭建的平台，因此任何职业
体育运动员都不允许参与其中，
相关部门会按照 19
个项目对于参赛者的具体要求进行检查，以保证比
赛的公平顺利进行。
”

据李颖川介绍，
第十三届全运会共有 19 个大项
设立了群众体育比赛项目，
分别是：
攀岩、轮滑、羽毛
球、乒乓球、龙舟、马拉松、气排球、围棋、象棋、国际
象棋、桥牌、国际跳棋、舞龙、柔力球、太极拳、健身气
功、笼式足球、航空模型、航海模型，共计 126 个小
项。记者梳理发现，
这其中不仅包括乒、羽等百姓耳
熟能详的奥运项目，同时也有一些诸如柔力球等不
被外界熟悉的项目。
在被问及为何会设立这 19 个项目时，
国家体育
总局群体司司长刘国永表示，
其实项目的设立颇费一
番
“心思”
。他说：
“因为本届全运会倡导的是让更多
群中参与到体育中来，
在项目设置的时候，
就要充分
考虑到覆盖面的问题，
这126个小项中，
既有马拉松、
轮滑等时尚流行项目，
又有乒、羽等拥有深厚群众基
础的传统项目，
还有龙舟等民族体育项目，
以及棋牌
类智力体育项目和航空模型、
航海模型等科技体育项
目，
尽可能覆盖各年龄阶段、
各类人群的喜好。
”
此外，李颖川还表示，这 19 个群众比赛项目除
马拉松项目外，其余项目均举行预赛和决赛，普通

群体项目杜绝职业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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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有通道 部分设
“门槛”

北青报记者梳理发现，尽管除了马拉松项目
外，剩余的 18 个群众比赛项目均需要参加预赛和
决赛，不过这些项目在报名方式上存在着一定的差
异，也设定了一定的门槛。例如有着广泛群众基础
的羽毛球项目，就要求参与者访问“乒羽家园”网站
在线报名，参加过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 16
站分站赛，各组别、各单项第一名的运动员，才有资
格报名群众比赛的预赛。
相比之下，攀岩爱好者的机会看起来更大一
些。根据攀岩项目的规程，爱好者可通过所在城市
的户外攀岩协会注册参加资格赛，8 个项目每个省
区市将有 3 个代表参加 6 月下旬举办的入围赛，通
过入围赛后，每个单项将有各 20 名运动员代表本
省区市参加在 8 月底举办的攀岩正赛。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鼓励参赛者，本届群众比
赛每个项目均奖励前 8 名，具体办法按照第十三届
运动会各群众比赛项目竞赛规程规定执行；参赛
队数量不足奖励名额的，按照实际参赛队数量奖
励。获得各项目比赛前 3 名的运动队、运动员分别
颁发金、银、铜牌和奖励证书，获得其他名次者只
颁发奖励证书，团体比赛颁发奖杯。群众比赛奖
牌与全运会竞技项目奖牌形状相同，但是标注群
众比赛字样。
文/本报记者 张昆龙

冰壶世锦赛

中国姑娘状态回暖迎首胜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昨天，
2017 年女
子冰壶世锦赛结束了第三天的争夺，此前循
环赛遭遇三连败的中国队继续迎来一日双
赛，在下午进行的争夺中，中国队以 7 比 6 险
胜韩国队，收获开赛以来的首场胜利。在昨
晚进行的比赛中，中国队在加赛局中遗憾地
以 7 比 10 不敌德国队。今天，
中国队将在下
午和晚上分别迎战丹麦和美国队。
本场比赛前，成绩不佳的中国队上下
背负着不小的压力，为了给“老队友”加油，
前国手岳清爽和柳荫特意在和
韩国队比赛前 15 分钟就
等在球员通道外，为进场
的每一位中国队员送上
“温暖”的拥抱。或许正
是有了队友的鼓励，中国

队也完全放下了包袱，打出了开赛后最精
彩的一场比赛。面对老对手韩国队，姑娘
们毫无保留，发挥出了较高的水平，在前 9
局打成 6 比 6 平。尽管在关键的第 10 局韩
国队坐拥“后手”投壶的优势，不过发挥稳
定的四垒王冰玉却迫使对手出现失误，中
国队在拿下关键一分后险胜对手，取得了
本届世锦赛的首场胜利。
本届世锦赛，中国队的赛前目标是获得
足够的奥运积分“直通”平昌，但是在连续输
掉三场比赛后，这一目标开始变得渺茫。
“最
近几天的比赛都非常激烈，我们要想拿
到冬奥会的入场券，还需要取得至少七
场胜利。”中国队外教洛克在赛
后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
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骑士锁定季后赛

“人民体育”客户端
近日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刘艾
林）昨天，骑士客场 125
比 120 击败湖人，詹姆斯、欧文以及勒夫这骑士“三
巨头”
联手拿下了惊人的 101 分，
包办了球队五分之
四的得分。此役过后，骑士队锁定了季后赛的一个
席位，
这也是东部第一支拿到季后赛门票的球队。
与西部三强勇士、马刺和火箭都已获得季后赛
参赛资格不同，截至昨天常规赛开赛前东部尚未有
一支球队已确认晋级季后赛。本来骑士有机会在
上一场对阵快船队比赛之后就拿到季后赛门票，但
骑士队却选择了让“三巨头”轮休，结果球队惨败于
快船，晋级季后赛计划延期。昨天骑士客战湖人，
詹姆斯、欧文和勒夫一同复出，尽管遭到了湖人的
殊死抵抗，但毕竟两队实力相差悬殊，一个是东部
老大，一个在西部垫底，骑士最终有惊无险战胜湖
人，
总成绩来到了 46 胜 23 负，
成为了东部首支锁定
季后赛席位的球队。憋足了劲儿的“三巨头”在比
赛中共拿下了 101 分，其中欧文 46 分，詹姆斯 34
分，勒夫 21 分，三人的总得分占到了球队得分的五
分之四还强，这在以往骑士队的比赛中非常罕见。
不过这也暴露出了骑士队在比赛中过于依赖“三巨
头”
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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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比 104
99 比 105
95 比 112
115 比 104
109 比 123
91 比 116
102 比 118
125 比 120

本报讯（记者 张昆龙）近日，人民网“人民体
育·健康中国”战略发布会暨人民体育客户端上
线仪式在人民日报新媒体大厦举行，人民体育与
数十家省、市级体育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女子
跳水世界冠军吴敏霞出任“人民体育·健康中国”
形象大使并在现场接受称号。
在活动现场，人民网总编辑余清楚发布人民
网“人民体育·健康中国”战略。他表示，人民网将
打造“人民体育”全媒体平台，同时着力构建“人民
体育”全产业链平台，实现“两翼齐飞”。未来将致
力于打造优秀的体育文化、发展先进的传播渠道、
提供优质的体育服务、打造开放的合作平台。
此外，
“ 人 民 体 育 ”客 户 端 也 在 当 天 正 式 上
线。这是一个全新的体育资讯服务类客户端，在
这里将能实时观看精彩赛事直播，直接报名参与
“人民体育·健康中国”马拉松系列赛等全民健身
活动。

篮网
76 人
活塞
热火
鹈鹕
猛龙
马刺
湖人

直播导视
NBA
8：
00 勇士 VS 雷霆
（CCTV-5）
女子冰壶世锦赛
14：
00 中国 VS 丹麦
（CCTV-5）
19：
00 中国 VS 美国
（CCTV-5）
（具体直播时间及场次以最新电视预告为准）

费德勒收获 90 冠

本报讯（记者 褚鹏）第 5 个赛会冠军，第 25 个
ATP1000 大师赛冠军，
职业生涯第 90 个男单冠军，
冠军积分世界第一。这是罗杰·费德勒在他 35 岁
时、在 2017 年 ATP 印第安维尔斯大师赛上完成的
小目标。费德勒用实力说，
牛不是吹出来的。
ATP 大师赛印第安维尔斯站决赛昨天结束，
费
德勒以 6 比 4 和 7 比 5 战胜同胞瓦林卡，
成为最年长
的 ATP 大师赛冠军球手。这么意气风发的球员，
谁
能看出他已是 35 岁零 7 个月的年纪。
在数字上，费德勒已远超 2004 年以 34 岁高龄
在辛辛那提夺冠的阿加西的前纪录。在实力上，
费德勒安然从汇聚了纳达尔、德约科维奇、穆雷等
种子选手的“超级死亡之组”走出，惊掉了无数人
的眼镜。
“ 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又是童话般的一
周。”费德勒说。
速战速决是费德勒在本次大师赛中的一大特
点，反拍成为了他的进攻利器。在大师赛击败纳达

尔后，费德勒透露，第一个让他用反手打球的其实
是他的父亲，
“ 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告诉我要打反手
的人，并告诫我不要总向后退，也不要总是削球。”
在这次比赛中，费德勒一盘未失，甚至没有一局比
赛被对手破发。纳达尔也忍不住赞叹，
“ 当他领先
时，他就有足够的信心将球发好，他可以做到非常
放松。”
本赛季的火热状态，让费德勒的冠军积分来到
了世界第一，再加之穆雷和小德状况欠佳，因伤退
出了随后的迈阿密赛，这让人开始期待费天王重返
世界排行榜第一的那一天。而费德勒的回答也没
有让人失望。
“我想这是有可能的。”费德勒说，
“目
前小德、穆雷可能都退出了迈阿密赛，而我还在这
里比赛。
”
但对于世界第一的名号，
拥有 18 座大满贯
的费德勒已经不是那么看重，
“ 我很想重回世界第
一，但是这不是我首要的目标。我希望保持健康，
享受比赛，
赢得比赛。
”

北京初中篮球联赛收官

名校对决
“五”压“四”夺冠

本报讯（记者 宋翔）北京市中小学生篮球冠
军赛暨 2016-2017 斯伯丁初中篮球联赛男子组总
决赛近日在北京朝阳体育馆打响，两所北京的篮球
传统名校北京四中和北京五中分校为冠军奖杯展
开巅峰对决，最终北京五中分校男篮以 76 比 70 的
比分战胜对手夺得桂冠。
本次比赛是由北京市体育局和北京市教育
委员会主办、斯伯丁体育用品（中国）有限公司冠
名赞助的市内校际篮球联赛，是目前北京市规模
最大、级别最高的初中篮球赛事。今年的比赛总
共 吸 引 到 22 支 男 子 球 队 和 19 支 女 子 球 队 的 近
700 名年轻小球员参赛，经过 3 个多月的激烈角
逐，最终迎来北京四中和北京五中分校的青春对
决。在赛后，获胜队伍穿上了斯伯丁篮球信徒主
题冠军 T 恤，并获得了斯伯丁 2017 年最新款的金
色经典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