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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省运连连看

新华社仁川 9月 19日电 星空璀
璨，海风轻拂，第十七届亚洲运动会 19
日晚在韩国港口城市仁川隆重开幕。亚
洲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在开幕式
上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亚运圣火点燃。

当晚，能容纳 6 万多人的仁川亚运
会主体育场座无虚席。

奥运击剑冠军雷声高擎五星红旗，
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中国代表团
由 1328人组成，其中运动员 897人。这
是中国代表团赴境外参加亚运会规模最
大的一届。中国代表团将力争连续第九
次夺取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同时在亚运
会上传递友谊、促进和谐，展示良好的道
德风尚和文明形象。中华台北、中国香
港、中国澳门代表团也分别入场。

东道主韩国代表团在旗手、摔跤奥
运冠军金炫雨的带领下最后一个入场
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欢呼。朝鲜代

表团入场时，同样获得了热烈掌声。
仁川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金荣秀对来

自亚洲各地的运动员表示欢迎，并呼吁在
本届亚运会上展现真正的体育精神，向世
界展示一个最好的亚洲。亚奥理事会主
席艾哈迈德亲王致辞说，让我们团结起
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分享快乐与激情。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出席了开幕式。

当地时间 21时 20分许，韩国总统朴
槿惠宣布第十七届亚运会开幕。

开幕式的高潮出现在主火炬点燃
时。本届亚运会圣火采集自首届亚运会
举办地——印度新德里国家体育场，在抵
达中国威海并结束在威海的火炬传递后，
圣火与在仁川市江华岛摩尼山采集的火
种合为一体。重新诞生的圣火随后在韩
国70个市、郡和区传递。

入场仪式前，举行了以“45亿人的梦
想，同一个亚洲”为主题的大型文艺表演。

“都教授”金秀贤等多名韩国文艺明
星参与文艺演出。中国钢琴家郎朗和韩
国歌星“鸟叔”朴载相合作，压轴献上了
热情奔放的表演。在骑马舞的欢快节奏
中，开幕式带着亚洲人民对和平、友谊与
繁荣的美好祝愿而结束。

未来的 15天，亚运圣火将昼夜不息
地熊熊燃烧。这是韩国继 1986 年汉城

（首尔）亚运会、2002年釜山亚运会之后
第三次承办亚运会。亚奥理事会下属的
成员协会全部组团参赛，约 14000 名运
动员、教练员和官员欢聚于此。

作为“瘦身”后的第一届亚运会，仁
川亚运会共设 36个大项、439个小项，其
中包括 28 个奥运大项、297 个奥运小
项。中国代表团将参加除卡巴迪之外的
35个大项 408个小项的比赛。除足球比
赛先行开始外，其余比赛将从 20日全面
展开。④4

第十七届亚运会
在韩国仁川开幕

无论是创新能力还是生产能力，韩国都堪称电子产品
大国，这事儿地球人差不多都知道了。不过，电子产品极
大丰富带来的“电子生活”，还是会让初来乍到的人不断地
感受到一些小小的新奇和便利。

处处能见大屏幕
话说记者抵达仁川，夜色中准备打车奔酒店。钻进出

租车后，总感觉这车里“亮度”不一般，排除了路灯的照明
效果后细看车内才发现，“亮度”来自车内的一堆电子装备
——导航，液晶大屏；计价器，液晶大屏；行车记录仪，液晶
小屏。导航旁边，还挂着韩国的哥的大屏手机，“啊咿呔
呦”地正跟人热聊呢。

进得酒店，行囊未放，就被墙上一台 52英寸的液晶电
视彻底惊住，记者一行三人一边感叹“这要是在国内……”
一边掏出手机准备报报平安、对对时间，这一低头不要紧，
呵呵，三部某星手机，活脱脱就是一则“友情提醒”：欢迎来
到液晶面板生产巨头某星公司的老家。

随时随地都WIFI
IT 大贤比尔·盖茨 20 多年前曾经说过：“是网络让电

脑有了无穷的力量。”20 年后，人类社会已经完全进入互
联网时代，智能终端的联网应用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简直可谓“人是铁网是钢，一天不上心发慌”，而作为“随身
互联网”的重要支持，WIFI就显得不可或缺。仁川亚组委
力求打造“最智能”的亚运会，新闻中心、比赛场馆、亚运
村、酒店都有 WIFI，所以我们的问题只剩下了“在路上咋
办？”手机国际漫游话费及流量费用不菲，可一旦“脱网”，
微信、微博、QQ之类重要的联络工具就要全部抓瞎！

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是一只名片大小，不到一厘米厚的
小盒子。这其实是一只便携路由器，使用者的各种设备通
过它提供的WIFI信号接入互联网。我们没出机场就租了
这样一台设备，心里踏实了不少，可以随时随地都 WIFI
了。这宝贝网速还行，就是有个缺点，10米开外信号就会减
弱。所以，如果它装在同行的其他人包里，那你就要留意
了，也许就在低头编微信的片刻，你已经“不在服务区”了。

吃饭不必呼来喝去
本届亚运会MPC（主新闻中心）餐厅提供的不是自助餐，

这无疑增加了语言交流量。记者在柜台前面对大幅的“编号
套餐图谱”一通“ONE”、“FOUR”之后按标价付了款，服务人
员随即递过来一张小票和一部老式手机般的设备。简单的
英语交流不得要领之后，记者满腹狐疑地捏着这玩意儿准
备找位置坐下。刚把包放好，手里的“老式手机”就连闪带震
地嗡嗡开了，嗐，原来这是个招呼用餐者取餐的呼叫器。

要说这呼叫器的确方便，配合着一众食客的低声交
谈，令餐厅显得很安静。可是，咋
就觉得这样没有“22号，您的麻辣
香锅微辣口味的好了”的大喊来得
热乎、亲切呢！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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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 晖

本报仁川电 （记者黄 晖）9 月 19 日
晚，第十七届仁川亚运会的圣火已经点燃，今
天是亚运会正式拉开战幕的第一个比赛日，
将产生18枚金牌，而备受关注的首枚金牌，依
旧来自射击赛场。

本届亚运会，东道主将惯常产生首金的女
子10米气步枪项目改成了女子10米气手枪，以
便让韩国美女射手、家在仁川的“90后”超级新星
金章美有机会在家门口为韩国代表团先声夺
人。作为目前韩国女子射击界最具潜力的后
辈，2012伦敦奥运会，金章美为韩国队夺得女子
25米运动手枪项目金牌。本届亚运会，她自然
被视作为韩国夺下首金的顶梁柱。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8时，女子 10米气手
枪就将展开团体金牌大战。面对整体实力
均衡的韩国队，中国队此番派出了北京和伦
敦奥运会的双料冠军郭文珺联袂两名“90
后”新人张梦圆和周庆媛的“一老带二新”阵
容冲击首金。在首金争夺战中，中国队的前
景并不乐观，老将郭文珺状态有所下降，两
位年轻选手在今年世锦赛上的表现也一般，要
想在亚运会上取得好成绩有较大难度。如果中
国队无缘获得当日的射击金牌，随后进行的武
术长拳比赛将很可能成为中国军团的首金产生
地。在广州亚运会上，中国军团就在该项目
上成功获得赛会首金。④4

仁川亚运全面开战

中韩女枪手
今日争首金

第 17届亚运会吉祥物“斑海豹兄妹”

99 月月 1919 日日，，第第 1717 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仁川亚运会主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仁川亚运会主
体育场举行体育场举行。。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李 悦）9月 19日，河
南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焦作正式拉开帷
幕。本届省运会共有 20770名运动员报
名参赛，是河南历史上参赛人数最多、规
模最大的一届。实际上，在举办开幕式
之前，第十二届省运会已经先期进行了
多项赛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自 5月 9日开赛以来，截止到 9月 19
日，省运会已经完成了 69个大项中的 59
个项目的比赛，其中青少年竞技组 13

个、社会组 25 个、学生组 21 个，剩余的
10个大项比赛将于开幕式后进行。

在先期比赛中，青少年竞技组充分
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
神，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苗子。
在场地自行车比赛中，共有 4人 1队一次
超全国青年纪录，35人 6队 24次破省青
少年纪录；射箭比赛也有 2 人打破省运
会青少年纪录。这些成绩充分体现了河
南近年来青少年竞技体育工作取得的成

果。此外，在学生组和社会组的比赛中，
省内高校的师生和社会各界群众都积极
参与，省运会的举办推动了河南校园阳
光体育活动以及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

在 19 日召开的省运会组委会全体
会议上，省体育局局长彭德胜要求各部
门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对举办省运会的
认识，增强责任和安全意识，狠抓赛风赛
纪和反兴奋剂工作，共同努力将第十二
届省运会举办得圆满成功。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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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了，从邙山脚下的伊洛河边,到
太行山麓的太极故里，省运会的大旗猎
猎飘扬。

4年间，许多从省运会上成长起来的
年轻运动员逐渐成熟，已经担负起为河南
甚至为国争光的光荣使命；4年间，多少人
在省运会的感召下投身体育锻炼，从中享
受到了健康和快乐。从豫西山地到豫东大
平原，从党政机关、大专院校到街道社区、
中小学校园，体育健身的热潮在全省流淌。

4年后，省运会呈现了许多坚守与改
变：坚守不变的是各级领导、政府一如既往
的支持，还有东道主的辛劳、参与者的热
情，悄然改变的是省运会的理念。特别是
中央八条禁令规定和河南省20条规定得
到坚决贯彻的大环境下，节俭成为和热烈、
隆重并列的重要元素。于是，我们看到，焦
作给我们奉献了一个匠心独运的绿色、环

保、顾及民生、可持续发展的省运会，开幕
式也放在了下午进行，连电费都省了。当
然，隆重还必不可少，只是演出的主角变成
了普通健身爱好者，昔日索要高额“出场
费”的明星大腕，该去哪儿凉快去哪儿凉
快，在这儿不受待见。当然，也得感谢作美
的天公：近十来天一直秋雨连绵的中原大
地恰到好处地放晴，会场上空呈现出一片
阳光明媚，秋高气爽。

曾几何时，体育被称为“和平时期的战
争”，特别是有着“东亚病夫”不堪经历的中
国，一度把为国争光当作体育事业的最高
目标。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体坛金牌大国，
除了足球等个别项目还让人闹心外，什么
金牌都成了“浮云”，体育更多地回归了本
能，即健康、快乐、幸福和享受。普通老百
姓一边心潮澎湃地观看高水平的体育健儿
在世界大赛升国旗奏国歌，一边悠闲自在

地参加自己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岂不是
两全其美？

登山爬得快就可以在省运会上扬名立
万？这个可以有！一群老头老太太扭个大
秧歌也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省运会的赛场
上？这个也可以有！本届省运会上破天荒
地加了个不同凡响的后缀：首届全民健身
大会，就说明了河南已经把体育不仅仅视
作一项竞赛，而是一项事业，一项全民参
与，与每个人福祉息息相关的运动。“每天
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40年，快乐生活一
辈子”，已经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
一项扎扎实实的行动，特别是把老年组列
入省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更是开了全国
的先河。

有别于以往的异样的省运会，已经给
了我们一样的精彩，甚至是超过以往的收
获，下面怎么会不值得分外期待呢？④4

异样的盛会 一样的精彩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陈 元 通讯员王金榜
孙 军）迈开矫健的步伐，舞动健美的身
影。昨日下午在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群众
文体表演上，200 名来自焦作市的老年
朋友用快乐的舞步，抒发晚年幸福生活
的喜悦，传递“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
的全民健身精神，引发了观众席如雷的
掌声和喝彩声。

作为广场舞的一种，“快乐舞步健身
操”一进入焦作便迅速火起来。仿佛一夜
之间，它以星火燎原之势占领了焦作大大

小小的健身广场，仅 1年时间，全市已有 1
万余人在跳。对于如此有影响力的健身
活动，本届省运会开幕式导演组自然不会
放过，把该健身操纳入到了焦作元素中。

负责该节目的编导黄玲玲告诉记
者，他们从 7月份开始筹备此项活动，组
织人员对全市所有健身操辅导站点的人
员进行选拔，最终确定了 200 名老年人
参加该活动。“为了在开幕式上表演得更
好，我们每天早上 5 点就要来到东方红
广场，一直排练到 8点，晚上还要自行排

练，持续了快 2 个月。对于这些平均年
龄在 65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非常辛苦
的。”负责排练的江慧枝老人对记者说。

开幕式结束后，记者在场外看到了这
群可爱的老人们。岳玉琴老人掀起裤脚露
出贴着膏药的脚踝对记者说：“演出中我们
又跑又蹲又跳，几乎所有人的腿和腰都被
拉伤了，但是排练2个月来，没有一个人退
出，大家都是咬着牙忍着伤痛贴着膏药进
行排练和演出，要在开幕式的群众文体
表演上展现我省老年人的风采。”④4

快乐舞步 舞动全城

“快乐舞步健身操”跳进省运会开幕式

新华社北京 9月 19日电 两度大
满贯冠军得主、中国网坛“一姐”李娜 19
日通过个人微博发表了长篇退役告别
信，信中说，由于膝盖伤势难以恢复，她
将正式退役。

“作为一个职业的网球运动员，现在
离开赛场对我来说是最正确的决定，”李
娜在这封信中说。李娜表示，自己的膝
盖已经历了四次手术，前三次是在右膝，
今年 7月份又进行了左膝手术，现如今，
她的身体“再也承受不起任何重创”。

“和以前术后重回赛场相比，这次不

一样了。32岁的我，再也不会在行业的最
高水平中竞争了。网球运动竞争激烈，对
运动员要求完美，而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
百分之百的状态了，”李娜在信中如是说。

李娜和网球说再见，也宣告了一段
辉煌历史的终结。在中国网球发展史
上，李娜堪称专为破纪录而生。从第一
个WTA女单冠军、首次进入世界前十，到
获得首个大满贯亚军，再到法网、澳网两
度大满贯冠军和世界第二的排名，李娜
一次次改写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网球
历史，一次次成为里程碑式的人物。④4

李娜宣布因膝伤退役

第十二届省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演出。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