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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5名运动员参加26个大项、143个小项的比赛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天津代表团成立

中国残奥代表团单日斩获12金

王宁担任天津代表团旗手

本报讯（记者 谢晨）在第十四届全国运
动会天津体育代表团正式成立之际，天津海
河传媒中心昨日也与天津市体育局在津共同
签署了“十四五”期间战略合作协议。在长期
紧密合作的基础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将与
市体育局继续强强联手，科学研判、聚焦重
点、深化改革创新，以2021年为节点，在“十
四五”期间展开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未来，
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紧密携手、发展共
促、合作共赢，践行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战
略，传播天津体育精神，共同推进天津体育事
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签约仪式前，天津市体育局负责同志一
行参观了海河传媒中心的津云中央厨房、新
闻编辑照排中心、广播总控中心和直播间，深
入了解了海河传媒中心全媒体矩阵的节目采
编生产流程。

在签约仪式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负责
人和天津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代表双方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并致辞。

天津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海河传媒中
心对天津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的报道和宣传

融合了全媒体的力量。新的周期天津市体育
局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再一次联起手来，做
好天津体育的事情，讲好天津体育的故事。
用天津的体育文化，用天津女排精神，用天津
健儿拼搏顽强的斗志，鼓舞全市人民，为建设
美丽天津，作出体育人应该作出的贡献。

多年来，海河传媒中心也高度重视同市体
育局的合作，海河传媒中心将继续发挥融媒体
的优势，将天津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更加及时
生动地传递到津门的百姓中间。利用好天津
海河传媒中心旗下“声、屏、报、网”等融媒体资
源，共同推动天津体育事业不断发展。

集中宣传展示天津“运动之都”的城市形
象和活力，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多年来与市体
育局持续紧密合作，天津体育健儿展现出的
“锐意进取、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争创第一”
的体育精神，通过海河传媒中心融媒体的整
合传播，成为激励全市人民干事创业的冲锋
号角。根据协议，天津市体育局与天津海河
传媒中心将进一步打通信息传播渠道，共享
新闻报道资源，使海河传媒中心的各档节目
继续成为宣传天津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和体

育文化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双方将共同致力
于打造“排球之城”，助力打造天津女排这张
津城闪亮的城市名片。与此同时，未来市体
育局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将继续以冬奥会、
冬残奥会举行为契机，围绕冬季运动和水上
运动主题，进行活动和项目的深度合作，共同
打造冰雪运动品牌栏目，努力使其逐步成为
天津地区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的冰雪项目宣
传平台。加大合作力度，在做好女排联赛、中
超、CBA等传统赛事转播的同时，通过市场
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打造一批有吸引力
的国际性、区域性品牌赛事。

接下来，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海河传媒中
心还将紧密合作，以改革的思路创新群众体育
运行机制，共同经营和开发全民健身项目，推进
群众体育健康发展，继续共同举办天津市足球
超级联赛、甲级联赛、乙级联赛、天津足协杯赛
和室内五人制足球赛，大力推广足球运动，促进
天津社会足球的发展。拓展新思路和推动新
举措，双方还将分别成立工作组，建立定期沟通
机制，不断汇聚天津体育事业发展的新动能，为
高质量建设体育强市凝心聚力。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凌晨，欧足联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新赛季欧洲冠
军联赛小组赛分组抽签仪式，不出所料产
生了“死亡之组”。此外，如果C·罗如愿转
会到曼城的话，那么他将在小组赛中遭遇
到老对手梅西。
根据欧足联的欧冠抽签规则，8个种子

队分别由2个上赛季欧战比赛冠军和欧战积
分排名前6联赛的冠军球队构成，因此种子
队分别是：切尔西、比利亚雷亚尔、马德里竞
技、曼城、拜仁慕尼黑、国际米兰、里尔、葡萄
牙体育。在这种情况下，皇马、巴萨、曼联等
强队都被放到了第二档，因此非常容易产生
“死亡之组”。

不出所料，B组产生了“死亡之组”，分别是马
竞、AC米兰、利物浦和波尔图，4支球队加起来
夺得欧冠冠军的次数是15次。这个小组中，只
有种子队马竞从未夺得欧冠冠军，他们3次进
入欧冠决赛全部失利。此外，里尔、塞维利亚、
萨尔茨堡红牛和沃尔夫斯堡队组成的G组虽然
没有超级强队，但实力非常平均，同样是一个哪
支球队出线都不会让人意外的“死亡之组”。
此外，拜仁和巴萨在E组重逢，两队上一

次交手中，拜仁曾以8：2击溃了巴萨。当然
外界关注最多的还是Z组的抽签结果，巴黎
圣日耳曼和曼城分在了同一小组。如果C·
罗如愿转会到曼城的话，那么这个小组的焦
点很可能将不仅是梅西与“恩师”瓜迪奥拉的较
量，更是更具震撼力的“梅罗重逢”。去年的欧冠
小组赛上，巴萨和尤文图斯分在了同一小组。没
想到一年之后，梅西已经转会到了“大巴黎”，而
C·罗面临着前往曼城延续自己的职业生涯，这
肯定会让球迷唏嘘不已。

当梅西加盟“大巴黎”开启了巨星的“骨
牌效应”之后，距离夏季转会窗口还剩一周的
时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终于出现了。姆巴
佩和皇马，C·罗和曼城之间都产生了转会绯
闻，如果不是热刺坚决不放英格兰队长凯恩
离开的话，那么这个夏天巨星们恐怕都会集
体改换门庭了。

巨星寻求转会是难得一见的场面，主要
原因还是疫情重创了欧洲足球，各俱乐部的
营收大幅度下降，让他们终于也养不起球星
了。梅西虽然很想留在巴萨，但他已经成为
了俱乐部的负担，无奈之下他只能远走巴黎，
加盟了这支法甲豪门球队。

梅西的转会，带来了一系列的“骨牌效
应”。姆巴佩原本就对自己的队中地位不太
满意，当梅西到来之后，他彻底坚定了离开的
决心。而能够容纳他且满足他野心的球队只

有皇马，“大巴黎”在姆巴佩迟迟都不肯续约
的情况下，恐怕只能把他放到了转会市场上。

合同还剩一年，有必要砸大钱引入吗？
在西班牙媒体的问卷调查中，其中近半数球
迷认为没必要非得现在签下来。但站在皇马
的角度，绝不能允许其他球队明年“截和”姆
巴佩，传说中英超球队已经做好了竞拍的准
备，皇马只能这个时候出手了。

在第一次报价被拒绝之后，皇马第二次报
价达到了1.7亿欧元，此外还有1000万欧元的
浮动价格。在疫情之下，皇马这笔转会费让财
大气粗的“大巴黎”心满意足，来自欧洲媒体的
消息显示，两家俱乐部达成协议的概率很大。

“大巴黎”接下来的重要工作，就是尽快
找到姆巴佩的替代者。巴黎方面此前一直希
望同时能够拥有梅西和C·罗，但是现在C·
罗正在非常接近加盟曼城。欧洲媒体的评价
很有趣：“现在C·罗的处境正在一个交叉口，
一方面是曼城，另一方面是巴黎。但是如果
想让C·罗选择巴黎，需要姆巴佩非常非常接
近加盟皇马。”

C·罗离开尤文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了，主帅阿莱格里确认葡萄牙球星将肯定离
队。尤文图斯正在等待买家报价，希望能在
这笔交易中得到2800万至3000万欧元的转
会费。 本报记者申炜

2008年北京，杨博尊初登残奥赛场。彼时，他从未想过，
自己竟然会在碧波中一游这么久。2012年伦敦、2016年里
约，再到此刻的东京，他迎来了自己的第四届残奥会，中间隔
着漫长的13年时光，是他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从当初清瘦的
大男孩儿，到如今身材略有些发福的“俩孩儿爸”，35岁的他
成了游泳队所有人口中的“老杨”。他说，东京依然不是终点。

北京残奥会1金3银、伦敦残奥会3金2银1铜、里约残奥
会1金1银2铜。此番征战东京残奥会，他要出战S11级（视
觉障碍B1级）50米自由泳、S11级100米仰泳、SM11级200
米个人混合泳、男女混组接力、S11级100米蛙泳、S11级100
米蝶泳。“国际上的老对手都被我熬走了，这次来参赛的很多
都是2000年的，别人一看参赛选手都是'小鲜肉'，再看我胡
子拉碴，发际线越来越高。我现在是游泳队年龄最大的，队里
最小的16岁，大部分也就是20出头。好多教练都比我年轻，
教练直接喊小队员名字，喊我'老杨'。2019年出征世锦赛时，
在机场安检时，就有人问我是不是教练。”

杨博尊说，其实一直以为随时会退役，没想到一咬牙就坚持
到了今天。“真的就是因为热爱，特别享受在泳池中自由自在的
感觉，在这里能体现自己的价值。与年轻人同场竞技，劈波斩浪
的过程，也是自我超越的过程。”东京奥运周期，对于杨博尊来说
是极其特殊的一个周期。“对于我这样的老将来说，意味着更多
伤病、更长时间训练和封闭，面临的挑战和困难都更多。幸运的
是，我坚持到了最后。”杨博尊透露，最近两年的备战中，他曾数
次回津治疗。“心包积液、左心房张力衰减、高尿酸血症，已经达
不到以前的训练强度，状态回不到巅峰了。对我来说，这次比赛
就是进水就玩命拼，也不要讲预赛、决赛策略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关于何时退役的话题一次次被问起。
杨博尊说，东京残奥会依然不是终点。“就像我每天在泳池中，
到了一端还可以折返继续游。现在想巴黎似乎还有点远，先
做好当下，在东京残奥会尽全力争取好成绩。然后平平安安
回国，准备残运会，应该会参加5个单项2项接力，7项都有机
会冲奖牌。” 本报记者苏娅辉

昨日进行的第十四
届全运会天津体育代表
团成立大会上，女排选
手王宁从天津体育局负
责人手中接过天津代表
团大旗，将在本届全运
会开幕式上担任天津代
表团旗手。她说，旗手
是荣誉，更是责任，期待
在全运会上展现女排精
神，打出最好水平。

这将是王宁第三次
出战全运会，在力争冲
击佳绩的同时，她还肩
负着旗手的重任。据王
宁透露，代表团成立前
一天下午，她才得知这个消息。“感谢各级领导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有幸成为天津代表团旗手。中心领导告诉我，这也是我
们女排选手第一次担任旗手，我非常激动、倍感光荣，让我更
加坚定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也会继续刻苦训练，与队友们
团结协作，把这份精神传递给每一位队友，把握好最后阶段的
备战时间，希望在全运会上打出风格、赛出水平。”据悉，天津
女排下周将前往蓟州基地展开封闭集训。王宁表示，“希望能
够跟上全队的备战节奏，在全运会上可以承担起属于自己的
那份责任。”

蹦床奥运冠军朱雪莹作为运动员代表讲话，她期待在陕
西全运会上为天津再争荣誉。“从隔离结束到现在，我觉得自
己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快的，状态恢复得也不错。全运会蹦床
项目开赛时间较早，我9月1日就要出发去陕西了。希望利
用这几天时间，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专项水平，希望在全运会上
再创佳绩。”游泳奥运冠军董洁表示：“近期自己的状态还可
以，努力延续东京奥运会时的状态。隔离结束后，自己系统加
强了肌肉力量训练，水中训练主要以调整和保持为主。我要
在开赛前这段时间把心理和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

本报记者苏娅辉

市体育局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签署“十四五”期间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天津体育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杨博尊：东京仍不是终点

本报讯（记者王梓）东京残奥会第三比赛
日，中国代表团多点开花，单日斩获12金，以
20金11银14铜的总战绩，强势领跑奖牌榜。

昨日的举重赛场，齐勇凯举起 187公
斤，凭借体重优势力压埃及选手奥斯曼，夺
得男子59公斤级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开启

夺金狂潮。在男子举重65公斤级决赛中，
刘磊以198公斤的最终成绩夺冠。在举重
女子50公斤级决赛中，胡丹丹举起120公
斤，凭借体重优势力压埃及选手阿哈迈德，
摘得金牌。

游泳赛场，郑涛以30秒62的成绩，获得
男子50米蝶泳S5级金牌。王李超和袁伟译
分获亚军和季军。在男子50米蝶泳S5级决
赛中，郑涛以30秒62的成绩摘得金牌。在
女子50米自由泳S11级决赛中，马佳游出29
秒46斩获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李桂芝获
得银牌。在女子50米蝶泳S5级决赛中，卢
冬游出39秒54打破世界纪录，摘得金牌，成
姣获得铜牌。

田径赛场，在女子100米T35级决赛中，
周霞跑出13秒00，打破由澳大利亚选手霍
尔特保持的世界纪录，摘得金牌。在女子
200米T37级决赛中，文晓燕跑出26秒58获
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蒋芬芬摘得银牌。
在女子铁饼F55级决赛中，董飞霞投出26米
64打破亚洲纪录，获得冠军。在男子跳远
T11级决赛中，邸东东跳出6米47的个人赛
季最佳成绩，摘得金牌。

在场地自行车男子1000米个人计时赛
C1—3级比赛中，李樟煜以1分03秒877的
成绩打破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
金。在女子轮椅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中，中
国队以40：17大胜乌克兰队，豪取三连冠。

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不仅让成年人走向户外，也成为孩子
们亲近自然，了解体育的途径。东京奥运会上，那些平时不太熟
悉的运动项目也有机会走到孩子们面前。坐落在海河东路上的
天津市水上运动中心开展的皮划艇夏令营就吸引了很多孩子
们。经过简单的培训，孩子们就可以在海河上劈波斩浪，好不惬意。巨星转会引发连锁反应

欧冠分组抽签出炉

本报讯（记者梁斌）昨天上午，第十四届
全国运动会天津代表团成立大会在天津礼堂
隆重举行。授旗仪式上，天津女排队员王宁
接过天津代表团团旗，她将担任本届全运会
开幕式天津代表团旗手。
本届全运会决赛阶段，以吕小军、朱雪

莹、董洁三名东京奥运会冠军领衔的总共
475名天津运动员参加 26个大项、143个
小项的比赛。除在天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
运会之外，本届全运会天津体育代表团在
运动员参赛项目和参赛人数在历届全运会中
再创新高。
会上，市体育局负责人介绍了天津代表

团备战十四运的情况。在刚刚落幕的东京奥
运会上，身披国家队战袍的天津选手共夺得
三金一铜，举重名将吕小军夺得男子81公斤
级冠军，弥补里约奥运会遗憾的同时，继伦敦
奥运会之后再次站在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上；蹦床选手朱雪莹夺得女子网上个人冠军，
为国家蹦床队继北京奥运会之后再夺奥运会
冠军，实现了几代天津体操人的梦想，为天津
首夺奥运会蹦床金牌；游泳选手董洁随国家
队队友夺得女子4×200自由泳接力冠军，这
也是天津在游泳项目中首次夺得奥运会金
牌。赛艇选手李晶晶随国家队队友夺得赛艇
女子八人单桨季军。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
“全运会是全国水平最高的体育盛会，天津代
表团本届全运会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希望天
津体育健儿们顽强拼搏，取得运动成绩和精
神文明双丰收。”
会上还宣布了多项表彰决定：朱雪莹、董

洁、李晶晶被授予“天津青年五四奖章”；吕小
军、邵雅琦、梅笑寒被授予“天津青年创优能
手”；朱雪莹、董洁、李晶晶被授予“天津市三八

红旗手标兵”，邵雅琦被授予“天津市三八红旗
手”；朱雪莹、董洁、吕小军、李晶晶、邵雅琦、梅

笑寒、刘先慧、李寅翰、聂军良被授予“天津市五
一劳动奖章”。此外，天津市体育局12个训练、

保障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次递交了本届全运
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责任书。

本报讯（记者赵睿）昨天，亚足联公布中
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时间为北京时间9月7
日 23:00，比赛地点仍是哈里发国际体育
场。至此，中国队9月份两场世预赛的安排
全部落实，剩下的是中国队加紧操练，力争抢
到不错的开局。
按照计划，中国队将于当地时间昨晚20:

00（北京时间28日凌晨01:00）进行抵达多哈
后的训练，和两场比赛均在空调环境中进行有
所不同，训练将在“非空调”条件下进行。据悉，
训练场地是承办去年亚冠联赛东亚大区赛事
的场地之一，因此广州队、北京国安队的国脚们
应该对这里的场地条件不陌生，而且草皮质量
非常好，完全能够满足训练需要。中国队两场
比赛均安排当地时间晚间进行，因此李铁也把
训练时间安排在正式比赛时间段内。就中国
队员来说，夜场比赛更容易兴奋。
武磊于当地时间26日的23点多抵达多

哈，他赶到万豪酒店时已是27日凌晨2点左
右，接受核酸检测的时间则更晚。按照当地
疫情防控要求，至少要再隔离观察12小时，
待到核酸检测结果显示没问题后才能进行训
练。中国队在多哈训练时间不足一周，教练
组尽可能多地安排内部教学赛，一方面帮助
队伍磨合打法，另一方面帮助队员找找感觉，
武磊及时归来很有必要，中国队进行系统的
战术演练时更具针对性。
与中国队积极备战形成鲜明对比，澳大

利亚队到昨天为止尚未公布大名单。有消息
称，澳大利亚队长莱基表示不想因为疫情的
原因长期与家人分开，决定退出9月份的12
强赛，主力前锋麦克拉伦、主力右后卫格兰特
也很可能像莱基一样因为家庭原因暂时退出
国家队。此外，澳大利亚目前唯一效力五大
联赛球员、主力门将马修·瑞恩也很可能将因
伤缺阵。

武磊抵达国足人齐

女子100米T35级，中国选手周霞破世界纪录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