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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重庆当代队球员卡尔德克（右二）在比赛中庆祝
进球。当日，在2020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苏州赛区）第九
轮比赛中，重庆当代队对阵天津泰达队。 新华社发

对标国际残奥委会新标志

北京冬残奥会会徽修改

9月5日，法国队球员
姆巴佩在进球后庆祝。

当日，在瑞典索尔纳
举行的欧洲国家足球联赛
一场比赛中，法国队客场
以1∶0战胜瑞典队。此役
法国队遇到了不小的挑
战，头号球星格列兹曼状
态低迷，最终还是姆巴佩
站了出来，用一记精彩的
小角度破门帮助高卢雄鸡
取得开门红。这是姆巴佩
过去7场国家队比赛中制
造的第7球（4球3助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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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百县羽毛球联赛火热开赛。 省羽毛球协会供图

这是更新后的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会徽。 新华社发

百县羽毛球联赛“联”什么
本报记者 郁鑫鹏

“8月 8日开幕至 8月 31日这段时间，
已有 31 个分赛区开展共 142 场积分排位
赛；9月5日起，从井冈山赛区开始，开展由
省组委会执行的高标准积分赛之奖杯传
递系列赛”。9月 1日，“红色引领·千城万
羽”2020年江西省百县羽毛球联赛总指挥
贾凤波向记者介绍。

作为新创的群众体育赛事，由省体育
总会、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省羽毛球协
会联合打造的江西省百县羽毛球联赛，于
今年的全民健身日正式推出，如今正在赣
鄱大地“生根发芽”。

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一批省级体
育协会要与体育行政机构“脱钩”，其中包
括省羽毛球协会。协会“脱钩”之后怎么
生存发展，怎样更好地服务全民健身、培
养体育后备人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或许，江西省百县羽毛球联赛可以成为一
个解剖的“标本”。

线下“联”线上
新冠肺炎疫情，让线上开展比赛的重

要性凸显，而且有那么几分时尚。
作为新创立的赛事，江西省百县羽毛

球联赛也着眼于探索疫情之下全民健身
的新方式、新理念以及体育消费新模式，
将线上与线下紧密联系起来。

在瑞昌羽毛球“一县一品”建设进程
中，有一项赛事计划，即以全省的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等青少年学生为
参赛主体，推出江西省四级羽毛球联赛。
该项赛事，两年前就提上议事日程，但最
终并未付诸实施。

协会要在市场上立得住脚，就必须有
自己的品牌赛事或者活动项目。省羽协
在我省诸多省级体育协会中被公认为“活
得比较滋润”，是因为该协会打造了几项
市场化赛事。不过，伴随改革的不断深
入，省羽协的危机感与日俱增。2019 年，
省羽协举行换届大会，他们邀请了包括北
京中羽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内多家
国内知名智慧体育企业的负责人参会，希
望协会发展能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变得
更快更好。

百县羽毛球联赛分为分站赛和总决
赛。记者了解到，省组委会依托互联网技
术架构了一个联赛平台，以县（市、区）为
单位成立 100个分赛区，每名参赛选手都
要通过分赛区的线下积分赛获得个人积

分。依托选手的个人积分，江西省百县羽毛
球联赛积分排行榜生成，数据即时更新。分
站积分赛结束后，由积分榜男女前10名的选
手组成赛区代表队，参加年度总决赛。总决
赛采取团体赛形式进行，线下开展比赛。“每
个赛区代表队人数最多20人，最少12人，男
女比例任意搭配，所以团体决赛玩法多样，
很好玩。”贾凤波告诉记者。

据省羽毛球协会主席汤建荣介绍，江
西省百县羽毛球联赛是目前国内第一个
分赛区覆盖全省所有县（市、区）的羽毛球
联赛，预计首届赛事超 3000场次比赛，近
15万人次选手参赛。

江西“联”全国
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
江西省百县羽毛球联赛一经推出，便

受到包括中国羽毛球协会在内全国业界
的广泛关注。据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有
关人士介绍，目前，有浙江、安徽、黑龙江、
广东、福建、陕西等省市体育部门的同志
来我省，学习百县羽毛球联赛的经验和做
法。贾凤波表示，在赛事筹备阶段，就有
外省朋友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他去外
地做类似赛事的策划。

在“开门办体育”理念指导下，江西羽
毛球事业近年获得长足发展。一是江西
有了青奥会冠军、世界军运会冠军李诗沣
领衔，羽毛球项目优势从一青会的“三分
天下”发展到二青会的“半壁江山”；二是
瑞昌的羽毛球“一县一品”项目不断吸引
国内尖端赛事“落户”江西，推动越来越多
群众参与到羽毛球运动中来；三是中国羽
超联赛首次有江西队伍参赛；四是江西成
立了国际羽毛球学院，世界羽毛球人才纷
至沓来。“百县羽毛球联赛之所以在江西
应运而生，一方面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健身需求，另一方面是日益浓郁的羽毛球
运动氛围。”北京中羽体育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负责人这样说。

开门办体育，体现了一种胸襟。百县
羽毛球联赛虽然是江西主办的一项业余
赛事，但其立足江西的优势和特色，着眼
于“全国体育一盘棋”，这一点从“传承红
色基因、弘扬井冈精神”的赛事主题和“红
色引领、千城万羽”的赛事口号中可以得
到印证。“这个 IP赛事的主题突出，可操作
性强，模式可复制，发展前景广阔。”浙江
省衢州江山市体育局负责人评价说。

尽管赛事今年才“开张”，但江西省百
县羽毛球联赛已经把全国羽毛球爱好者
尤其是福建、广东、浙江、湖南等邻省的羽
毛球高手的参赛热情调动起来了。记者
了解到，安徽芜湖的羽毛球高手参加了九
江濂溪分赛区的积分赛，浙江衢州江山的
羽毛球爱好者将上饶玉山分赛区作为效
力单位。

“每个分赛区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羽毛
球俱乐部，可以邀请异地高手助阵，赛区
内的好手也可选择到别的‘俱乐部’参
赛。”贾凤波如此解释。

会员“联”组织
“说一千道一万，百县羽毛球联赛的

最大作用就是进一步‘畅通’省市县羽协
沟通交流的‘渠道’，进一步摸清了全省羽
协的‘家底’。”江西省羽毛球协会副主席
胡金生说。

本次联赛，主办者有多个意图，但借
赛事建立健全江西羽协从上至下的体系，
建设有执行力、有凝聚力的协会组织，让
各级羽协“抱团取暖”“抱团发展”的意图
非常清晰。

在百县羽毛球联赛开幕前，作为本次
联赛省组委会工作人员，江西长荣体育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彭安萍与贾
凤波一道，走访了全省11个设区市羽协及
部分县（市、区）羽协。每到一地，尤其是
县级羽协，他们的感受特别强烈，那就是
基层羽协的同志眼神里充满感激、期待，
总说“终于找到组织了”“总算见到娘家
人”之类的话。

确实，体育协会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
体育资源，对群众体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
推动作用。但是，非营利性组织的属性，
又让体育协会多少缺乏一些主动性与能
动性，满足于干些“敲边鼓”的事情，得过
且过。“省羽协与县羽协直接沟
通，我第一次碰到。感谢百县
羽毛球联赛，让我们见到了组
织。”弋阳县羽协主席周松林如
是说。

百县羽毛球联赛省组委会
给予分赛区的诸多扶持，如免
费提供赛事策划、美工、媒体宣
传等，让周松林觉得羽协工作
从来没有这么惬意过。“只要有
人愿意发展羽毛球事业，想着

把联赛做好，想着为会员提供更好服务，
省羽协会尽力提供支持和帮助。”汤建荣
说。

此次联赛，九江市羽协反应迅速，全
市所有县级羽协集体与省组委会签约，并
第一时间开展积分赛赛事。九江市羽协
主席毛泳萍表示，有了联赛这个平台，不
仅可以把各地羽协团结起来，又能利用积
分系统搭建市、县一级的联赛体系，进一
步扩大协会影响、发展壮大会员队伍。同
时，协会只有经常开展赛事、活动，会员的
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影响力才能“水涨
船高”。

“百县羽毛球联赛，把江西的省市县
三级羽毛球协会真正联系起来，结束过去
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局面。”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张松涛说。

赛事“联”市场
一项成功的赛事要做到让各方来助

力，各方都得到展示，各方都有收益。
看得出来，省体育总会此次作为百县

羽毛球联赛的主办方，既有代表体育行政
部门向即将“脱钩”的江西羽协表达“骑上
马送一程”的意思，又有搭好赛事“台子”
并把赛事当作“敲门砖”，来检验省羽协独
立开拓市场能力的意图。

有业界人士说，百县羽毛球联赛正发
挥“羽毛球+”的作用，具有很强的“吸金
能力”。记者发现，首届赛事吸引了江西
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冠名，赛事的合作伙伴
涉及电力能源、白酒、汽车、运动装备、航
空、冲剂类功能饮料、培训机构等。

贾凤波还向记者勾勒出江西省百县
羽毛球联赛决赛的画面。“决赛现场更像
是一个百县特色品牌的大秀场，各分赛区
的文化、旅游、工业、生态等品牌都可以在
这个舞台上获得展示……”

全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在全南举行
本报全南讯 （记者唐

燕 通讯员钟慧燕、黄扬扬）
2020年江西省青少年攀岩锦
标赛近日在全南县举行，吸
引了来自全省各地11支代表
队共140余名运动员参赛。

本 次 比 赛 以“ 绝 美 全
南 勇攀高峰”为主题，共设
男子难度赛、女子难度赛、
速度赛、攀石赛 4 项 88 组
别。重大赛事重启，疫情防
控是重中之重，全南县严格

按照《2020年江西省攀岩比
赛防控防疫工作指南》要
求，做好赛事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

近年来，全南着力促进
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共
生发展，先后举办了全国
纸飞机大赛、桃江旅游文
化节、全省门球赛、越野车
邀请赛、“冠军领航”荧光
夜跑等系列赛事和活动，

“旅游+体育”方兴未艾。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记者姬烨、汪涌、王梦）在
国际残奥委会（IPC）去年 10
月对其标志进行更新之后，
北京 2022年冬残奥会会徽、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双会徽
组合图形进行对照更新，并
在 2008 年北京残奥会开幕
12周年之际（9月6日），正式
向社会公布。

经与 IPC 沟通确认，更
新内容包括：对会徽下部国
际残奥委会标志的三个弧
形元素进行了重新绘制和
上色，与 IPC 的新标志保持
一致；去掉了旧版会徽中的

“PARALYMPIC GAMES”
残奥会英文字样；为会徽注
入了新的活力。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
动部与 IPC就北京冬残奥会
会徽更新事项进行了多次
沟通，征求了特许产品生产
商、制服设计方、新闻媒体、
场馆业主方等利益相关方
的意见，并会同北京冬奥组
委新闻宣传部、市场开发
部、法律事务部、残奥会部
对 IPC标志更新情况及其使
用规范进行了认真研究。

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
动部形象景观艺术总监林
存真介绍说：“更新后的 IPC
标志颜色更鲜艳，图形形态
原来偏静态，现在更动感，

新标志更加年轻有活力。”
“基于 IPC标志的改变，

北京冬残奥会会徽除将 IPC
标志更新之外，最大改变是
去 掉 了‘PARALYMPIC
GAMES’（残奥会）英文字
样。这对于残奥会来说是一
个巨大的改变！”林存真说。

“加上这一小行英文，
实际上是让大家更了解残
奥会的品牌，知道这是残奥
会。没有了解释性语言，
IPC 担心，中国人还是不了
解这是残奥会的标志。”

为此，北京冬奥组委专
门进行了充分调研，问题包
括：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会
徽、有没有发现会徽的差
异、去掉这行字你是不是还
认识、你是否喜欢这样的改
变等。最后发现90%以上的
受访人群表示，在去掉这行
字以后，依然知道这是残奥
会的标志。

“中国从申办夏奥会成
功到现在，有将近 20 年时
间。中国老百姓对奥运会、
残奥会、冬奥会、冬残奥会
有非常深刻的认知。”林存
真说，这也给 IPC 吃了颗定
心丸。

据林存真介绍，IPC 新
标志有四年的转换期，北京
冬残奥会会徽也将从今年
到2021年年底完成转换。

东京奥组委又有一员工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东京9月5日电

（记者王子江）东京奥组委 5
日透露，又有一名工作人员
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成
为东京奥组委第四名感染的
员工。

东京奥组委在发表的一
份声明中说，这名 30多岁的
男性员工是前一天晚上确诊
的，不过好在他自7月7日之
后，一直居家办公，近两个月
时间里没有到过位于东京东

部晴海的奥组委办公大楼。
声明中说，奥组委将继

续与相关部门合作，采取一
切必要措施防止病毒感染，
为员工提供一个安全的工作
环境。

一位在东京奥组委工作
的中国员工透露，她所在的
部门从 3月以后始终在家办
公，并且短期不会有变化。
据她了解，组委会大部分人
也都在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