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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速度与智慧的比拼，这是勇气与力量的对决。

8月10日，2022年首场国家级青少年攀岩比赛——2022
全国青少年 U 系列攀岩联赛（江西全南站）在全南落下帷

幕，来自北京、上海、广东、西藏等 19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 344 名运动员参与了这场以“绝美全南 勇攀高峰”

为主题的攀岩大赛。

赛事强势回归

“很荣幸参加这次比赛，并获得了满意的成绩，今后我

还会继续努力，争取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8 月 10 日晚，

来自广东中山的李美妮取得 U13 女子攀石、速度、难度、全

能四项冠军，她难掩激动。经过激烈角逐，众多优秀选手

脱颖而出，在领奖台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飞岩走壁，精彩无限。赛场上的运动员用自己坚实的

基础和挑战自我的精神，上演一幕幕“岩壁芭蕾”。

本次攀岩赛是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青少

部成立后举办的首场比赛，时隔三年，全国少年攀岩锦标

赛强势回归，获奖选手也将被列入攀岩项目优秀竞技后备

人才“选星计划”。高标准的场地建设及和谐的赛场氛围，

为下一步全南进行专业队伍训练乃至开展攀岩教练裁判

员培训、开设中小学生攀岩课堂奠定坚实基础。

全南崭新名片

“这次比赛在家门口举办，很激烈也很精彩，我非常

自豪。”今年 12 岁的全南籍运动员缪兴旺激动万分，这次

比赛不但增长了见识，还收到了各地小伙伴们对家乡的

赞美。

作为主办方，全南高标准建成中国（全南）攀岩小镇。

对于把比赛场地安排在这里，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

中心青少部主任丁祥华如此评价：“本次比赛场地是历年

规格最高的一次，不仅对少年攀岩赛来说条件是好的，对

全国、甚至国际赛事来说，条件也是不错的。”丁祥华表示，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为全南申办全国青少年攀岩训练基

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攀岩赛事已成为全南的崭新名片。今年年初，全南高

质量承办了全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被评为“赣州市青少

年攀岩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并取得 2021—2023 年连续三

届省青少年攀岩锦标赛的承办权。目前，该县有 24 名教

师获得国家职业资格攀岩初级社会指导员证书，组建了

160余人的县青少年攀岩队。

文旅活力显现

一场赛事，沸腾一座城。与全国攀岩大赛同步开启的

一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也让全南吸引了不少人气。

“音乐和星空，都让人很放松。”一边是激情的攀岩赛

场，一边是音乐相和的星空露营，8 月 10 日晚，来自北京代

表队的聂嘉薪，在攀岩小镇露营基地感受很深。

在星空露营节现场，雅溪古村、天龙山景区、正河村等

景区景点和乡村旅游点搬上荧幕，很多因攀岩赛来到全南

的游客跟随眼前的画面，感受着一步一景的“全景全南”，

农人旺旺、魔术师晓东等本土网红也来到现场，融入直播

环节，和大家聊起露营体验和众多客家美食……

结合大型攀岩赛事的举办，全南大力推进“体育+旅

游”等活动，以体育赛事为载体，拓展旅游外延，形成以赛

促旅、以旅带文、文体旅共进的新业态。据悉，该县文旅消

费季启动以来，累计实现旅游收入 5.2亿元。

“岩壁芭蕾”舞出精彩
2022全国青少年U系列攀岩联赛（江西全南站）落幕

张美霞 本报记者 李 征

唯有攀登，方能向上。运动员在比赛中演绎“岩壁芭蕾”。 本报记者 李 征摄

2022 年男排亚洲杯赛 14 日在泰国佛统落幕，中

国队在决赛中 3∶0 战胜日本队，时隔十年再夺亚洲杯

冠军。

由于亚洲杯不属于奥运会积分赛，随着世界男排

锦标赛的日益临近，世界排名较为靠前的伊朗队和日

本队等多派出二线阵容，比如伊朗队就派出 U20 队员

参赛。而中国队则在世界男排联赛结束后立刻前往

塞尔维亚训练并与克罗地亚队进行了教学赛，还派出

全主力阵容参加亚洲杯，为世锦赛做最后的热身。

以赛代练 磨合阵容

缺乏大赛经验是巴黎奥运周期中国男排面临的

现实问题，此次全主力参加亚洲杯不仅检验了队伍在

欧洲的训练成果，同时锻炼了不同阵容下中国男排的

技战术能力。

与世界男排联赛的阵容相比，中国队为了解决

“板凳深度”问题，在主攻、副攻、接应和自由人位置做

了调整。来自上海男排的张哲嘉、戴卿尧、曲宗帅以

及浙江男排的“00 后”小将王滨四名队员入选亚洲杯

参赛阵容。

比赛过程中，主教练吴胜频繁对阵容做出调整，

副攻张哲嘉和接应戴卿尧在攻防两端均发挥出色，年

龄较小的主攻王滨也在部分场次获得了较多的出场

时间，在发球和强攻上均有所斩获。

“00后”副攻彭世坤身体素质出色，经过海外联赛

和世联赛的锻炼，各方面均有明显进步。另一位副攻

李咏臻虽然出场时间不多，但相比此前的世联赛，在

技术环节上有所改进，发球稳定性有明显提升。

主攻张景胤是中国队的进攻核心，出色的爆发力

和球路判断力让他成为中国队的得分王。张景胤表

示，自己是第一年打这么多国际比赛，个人的目标还

是先把自信打出来。

强本领 增信心

与强手如林的世联赛和世锦赛不同，中国队的综

合实力在亚洲队伍中居前列。一方面，中国队的阵容

有所补强，在攻防两端、战术调整上更加游刃有余。

另一方面，中国队球员身体素质在亚洲队伍中较为出

色，进攻速度和网口实力占优。

吴胜曾在世联赛后表示，通过实战发现队伍和欧

美强队在身体素质上仍有较大差距，备战世锦赛期

间，务必要加强体能和力量训练。从亚洲杯的表现来

看，中国队球员在这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

本届亚洲杯中国队与中国台北队、巴林队分在同

一小组，中国队分别以 3∶1 战胜对手，以小组第一的

身份晋级八强。在复赛中分别以 3∶0 和 3∶1 战胜巴基

斯坦队和伊朗队。半决赛 3∶2 险胜韩国队后，中国男

排又以 3:0击败日本队，以全胜成绩夺冠。

中国男排多次在比分落后且面临局点、赛点的情

况下逆转获胜，为队伍提升了士气。

吴胜在决赛后说：“这次最满意的是队伍在落后

和逆境的情况下不放弃，最后把比赛拿下来，这是我

们获得的宝贵经验。”

此外，张景胤获得本届赛事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

主攻奖项，张哲嘉、彭世坤包揽最佳副攻奖，三人入围

最佳阵容也有助于提升球员自信心。

找问题 补短板

本次亚洲杯是中国队时隔十年再度夺冠，欣喜的

同时也不能忽略亚洲强队并未派出主力参赛的客观

因素，在比赛中暴露出的不足也须下功夫改进。

吴胜多次指出队员们在比赛中存在动作不到位、

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特别是在领先的情况下，经常

出现自身失误送分或者突然被卡轮的情况，稳定性不

足、起伏较大。

此外，发球和接发球环节一直是中国队首先要解

决的问题，队伍往往在关键分、关键球上在这个环节

出现起伏，断送整局甚至整场比赛。

“有些（问题）我觉得还是在技术上没有成熟，在

个人能力上，发球、接发球还是存在很多问题，接发球

的稳定性还是有起伏的。”吴胜说，“肯定是在这两大

项上要下点功夫，寻找一些办法，把接发球和发球更

进一步地提高起来。”

亚洲杯后，中国队将返回塞尔维亚调整备战将于

8 月 26 日至 9 月 11 日在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举行的世

锦赛。目前，中国男排已经公布了世锦赛 22 人大名

单，最终的 14人名单将在世锦赛前公布。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4日电）

以赛代练 强本领补短板
——中国男排亚洲杯综述
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 林 昊 李 典 许东远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记者赵建通）15 日，2022 中国

足协杯第一轮比赛抽签仪式通过线上方式举行。

抽签仪式上，主办方通过短片形式对本届赛事赛制进行

了说明。2022 中国足协杯将由来自中超、中甲、中乙以及中

冠联赛的 41支俱乐部参与。其中，本赛季中超 18支队伍直接

获得第二轮比赛的参赛资格；中甲 18 支队伍获得第一轮比赛

的参赛资格；中乙联赛中最终获得 2022 赛季前三名的球队将

直接获得足协杯第二轮的参赛资格；中冠联赛方面，将有两支

球队直接获得足协杯第二轮的参赛资格。

中甲 18支队伍参加的首轮比赛，将于 8月 20日至 22日在

现有的 3 个中甲联赛赛区进行，比赛为单回合淘汰制，每个赛

区获胜的 3 支球队晋级。第二轮比赛开始，中超、中甲、中乙

以及中冠联赛的俱乐部将全面参加足协杯比赛。第二轮至第

六轮比赛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3 年 1 月 8 日以主客

场方式进行，第四轮的四分之一决赛和第五轮的半决赛采用

双回合淘汰制，最终的决赛为单场决胜制，决赛地点由中国足

协选定。

根据抽签结果，首轮比赛对阵如下：大连赛区，苏州东吴对

北京理工，黑龙江冰城对青岛海牛，淄博蹴鞠对上海嘉定汇龙；

唐山赛区，南通支云对石家庄功夫，江西北大门对新疆天山雪

豹，昆山队对辽宁沈阳城市；南京赛区，南京城市对青岛青春

岛，陕西长安竞技对广西平果哈嘹，四川九牛对北京北体大。

在 2021年足协杯决赛中，山东泰山 1∶0战胜上海海港，成

功卫冕。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中国马术协会消息，当地时间

14 日，中国国家马术队骑手华天与搭档——马匹“巧克力”，

在英国哈特布利国际马联三星长级别比赛中夺冠。

这是今年华天继在英国凯尔萨尔夺冠后，获得的第二个

个人赛冠军。

据悉，比赛当天，华天以舞步 25.4 罚分、场地障碍 4 罚分、

越野 0罚分，总罚分 29.4的成绩完赛，最终排名第一。

中国骑手华天在国际马联
三星长级别比赛中夺冠

2022中国足协杯
第一轮比赛抽签结果揭晓

8 月 14 日，罗马队球员佩莱格里尼（右）与萨勒尼塔纳队

球员库利巴利在比赛中拼抢。当日，在 2022-2023 赛季意大

利足球甲级联赛首轮比赛中，罗马队客场以 1∶0 战胜萨勒尼

塔纳队。 新华社发

8 月 14 日，切尔西队球员詹姆斯（左）与热刺队球员孙兴

民拼抢。当日，在 2022-2023 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二

轮比赛中，切尔西队主场以 2∶2 战平托特纳姆热刺队。

新华社发

8 月 14 日，皇家马德里队球员巴斯克斯（右）进球后与队

友维尼修斯庆祝。当日，在 2022-2023 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

联赛第一轮比赛中，皇家马德里队客场以 2∶1 战胜阿尔梅里

亚队。 新华社/路透

本报于都讯 （记者李征 通讯员宋嘉华）8 月 14 日，

为期 4 天的 2022 年全国青少年 U 系列软式曲棍球锦标

赛在于都县体育中心落幕。本次软式曲棍球锦标赛由

国家体育总局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曲棍球协

会、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办，于都县人民政府、赣州市

体育局承办。

江西、内蒙古、上海、山东等 25 支代表队的 352 名运

动员参赛。经过激烈角逐，于都县梓山中心小学代表

队、于都县银坑镇中心小学代表队、内蒙古杭锦旗苏鲁

锭青少年队分获小学 U8、U10、U12 组第一名；来自上海

市的精灵旋风麒麟队获初中 U15 组第一名，包玉刚队获

高中U18组第一名。

全国青少年软式曲棍球锦标赛落幕

8 月 14 日，中国队球员张冠华（上）在比赛中扣

球。 新华社记者 王 腾摄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中国排球协会 15 日公布

了参加 2022年世界女排锦标赛的中国女排 22人大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主攻有金烨、王云蕗、王艺竹、李盈

莹、吴梦洁、王逸凡、仲慧共 7 名队员；副攻是袁心玥、杨

涵玉、高意、王媛媛和郑益昕；在接应位置上，龚翔宇、陈

佩妍、缪伊雯和杜清清入选；二传位置上的 3 名队员是刁

琳宇、丁霞和郁佳睿。此外，自由人有王唯漪、倪非凡和

王梦洁 3名选手入选。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表示，朱婷和张常宁在东京奥

运会后分别进行了手术，手术之后两人积极康复。不过，

根据她们的恢复情况和国家队备赛世锦赛的时间安排，

两人无法参加此次比赛，但国家队的大门始终向这两位

队员敞开。

没有随中国队出征世界女排联赛的王梦洁重新归

队。蔡斌表示，王梦洁目前的身体状况良好，她的大赛经

验丰富。

2022 年女排世锦赛将于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5 日在荷

兰和波兰举行，中国女排与巴西、日本、哥伦比亚、阿根廷

和捷克队被分在D组。

中国女排参加世锦赛
22人大名单出炉

本报南昌讯 （记者黄锦军）由南昌市体育局主办、

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承办的“娃娃学体育·体彩来

买单”公益活动，8月 13日开启报名通道。

本次活动培训对象为 4 至 14 岁的青少年儿童，培训

内容为了解运动知识、掌握运动技能、培养运动兴趣、传

授运动方法、掌握运动技巧、提高运动水平。本次活动

有射击（激光枪）、射箭、航空模型、无人机、航海模型等

21个培训项目。

“娃娃学体育·体彩来买单”公益活动启动

本报宜春讯 （记者黄锦军）由中国围棋协会、宜春

市政府主办的 2022 明月山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8 月

15日在宜春开赛。

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西等地的 39 支代表队 384
名小棋手参赛，分为少年组、儿童 A 组、儿童 B 组、儿童 C
组。比赛采用中国围棋规则，用时为包干制，少年组、儿

童 A 组每方 50 分钟包干计时，儿童 B 组、C 组每方 40 分

钟包干计时，共进行 9轮比赛。

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在宜春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