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0 日下午，第十四届全运会场
地自行车项目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奥
运组合”河南姑娘鲍珊菊、郭裕芳、上海
选手钟天使夺得金牌。

鲍珊菊、郭裕芳都是洛阳人，此番家
门口夺金，除了激动，也对家乡表达了感
谢：“‘主场’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非
常开心，洛阳为争取举办比赛做了非常
多的努力，包括现在比赛的这个场馆。
感谢家乡洛阳为我们场地自行车做了这
么多。”

举办本次全运会场地自行车赛的洛
阳市体育中心自行车馆总用地面积 3.36
万平方米，建筑为三层，可容纳观众2300
人，其“前身”是 2006年投入使用的洛阳
市自行车赛车场，作为从洛阳走出的自行
车运动员，鲍珊菊、郭裕芳都对这块场地
非常熟悉，当然也对它由当年的露天场
馆、水泥跑道升格为室内空间开阔、铺设
专业木质赛道的“华丽变身”赞叹不已。
不只她俩，曾于 2008年到洛阳参赛的香
港名将、两枚奥运会铜牌得主李慧诗也回
忆并点赞：“当时的比赛场地没有‘顶’，还
曾因为刮大风取消了比赛。本届比赛场
地环境与标准都特别好。”

据介绍，此次升级改造工程于 2020
年 9月启动，目标是“跻身国内一流室内
自行车场馆之列，为洛阳市承接国内外
高水平自行车赛事创造条件”。随着升
级改造的顺利进行，2021年 2月，河南省
体育局致函国家体育总局，申办第十四
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的比赛。

4月 19日，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
总局办公厅关于确定第十四届全国运动
会异地办赛项目承办单位的通知》。通
知称，综合考虑场地设施条件、竞赛组织
能力、服务保障水平等条件并经公开比
对程序，确定了异地办赛的四家承办单
位，第十四届全运会场地自行车比赛正
式花开洛阳。

在9月8日举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场
地自行车赛竞委会暨教练员裁判员联席
会议上，省体育局局长万旭对洛阳市委、
市政府为承办这次比赛作出的巨大努力，
如期完成了自行车馆的提升改造，积极做
好相关组织保障工作表达了感谢。

其实，这并不是洛阳首次举办全运
会赛事。2017年第十三届全运会，洛阳
市就承办了射击飞碟项目、皮划艇激流
回旋项目以及空手道项目的决赛。此
外，洛阳市还举办过中国足球协会女子
足 球 超 级 联 赛 、中 国 女 子 篮 球 联 赛
（WCBA）、中国排球联赛、第二届全国青
运会田径项目体校乙组决赛等赛事，并
先后多次在上述赛事中荣获“最佳赛区”
称号。丰富的办赛经验，无疑也是本次
全运会场地自行车赛申办成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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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女子三人篮球成年组

河南女篮获得亚军
三秦快递

全运自行车赛，为何花开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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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全民健身
古都洛阳玩转“新潮运动”

今日聚焦

9月25—26日，“好运弈棋来”2021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象棋“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河南赛区）省级棋王争霸赛在

“中国象棋文化之乡”河南荥阳打响。60名获得省辖市级“民
间棋王”的棋手出战，争夺“河南省级民间棋王”的称号。

这是一场“以棋会友”的精彩博弈，这是一场“楚汉河界”
的智慧对决。自3月起，从街头到社区，一场场紧张又而充
满乐趣的体彩“民间棋王”电视争霸赛，就受到了全省象棋爱
好者及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每当比赛日，象棋爱好者们都
会纷纷涌入体彩实体店，作为比赛场地的体彩实体店更是门
庭若市，热闹非凡。选手们正襟危坐，屏气凝神，在方寸棋盘
间展开厮杀。激烈的比赛经常还会吸引大批路人围观。观
战之余很多人也不忘买几张彩票碰碰运气。最终，60位高
手脱颖而出，晋级省级棋
王争霸赛。

为了让象棋爱好者
一饱眼福，9月 26日上午
9：00，赛事组织者还邀请
了杨铭、何媛两位象棋大
师现场对弈，冬呱直播全
程跟进直播。 （刘鹏昆）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十四届全运会田径项
目的比赛9月 26日在西安全部结束，河南选手路颖以极其
微弱的劣势夺得女子马拉松赛的铜牌。

本届全运会马拉松项目参赛选手全部由专业选手组
成，不设置群众组比赛。女子马拉松参赛阵容中，东京奥运
会参赛选手云南队的张德顺、上海队的李芷萱以及辽宁队
的白丽最具夺冠实力。

上午7点30分，西安永宁门广场，持续多日的降雨没有
任何停歇的迹象，女子马拉松参赛选手率先鸣枪开跑。5公里
过后，云南名将窦发仙率先冲出大部队并一路在前。不过在
35公里处，体力逐渐不支的窦发仙被追逐赶上，路颖、李芷萱、
张德顺、窦发仙以及西藏选手次仁措姆形成第一团队。38公
里过后，窦发仙、次仁措姆相继掉队，第一团队仅剩3人。冲
刺阶段，路颖和张德顺、李芷萱几乎并驾齐驱。最终张德顺以
2小时32分31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个人本届赛会的
第二枚金牌，李芷萱以3秒之差获得银牌，路颖则以2小时32
分38秒获得铜牌，仅仅和第一名相差7秒。

男子组这边，青海选手仁青东知布以2小时14分 26秒
夺得冠军，银牌、铜牌被江西选手彭建华、云南选手杨绍辉
摘得，成绩同样非常接近，分别是 2小时 14分 31秒和 2小
时14分 45秒。6

本报西安讯（记者 李悦 黄晖）9月 26日，在延安举行
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古典式摔跤 87公斤级铜牌争夺战
中，河南名将杨毅以5∶1战胜东道主选手苏宁胡，为河南代
表团贡献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聚集众多好手的男子古典式摔跤87公斤级，其竞争格
外激烈，身为全国冠军的杨毅，在这个级别上也有着很强的
实力。这位 25岁的焦作小伙儿，早在 2018年就进入了国
家队，他也被认为是河南全运会摔跤冠军赵海军的接班
人。本届全运会出征前，杨毅对自己也是充满信心：“我最
近几年一直跟随韩洪涛教练在国家队集训，感觉自己的技
术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也积累了一定的比赛经验。”

26 日的 1/8 决赛，杨毅遇到了老对手山西选手钱海
涛。在2020年全国国际式摔跤冠军赛男子古典式摔跤87
公斤级的冠军争夺战中，杨毅曾以3∶2战胜了钱海涛，夺得
冠军。此番再次相遇，两人的较量依然胶着，可惜杨毅最终
以3∶4输掉了比赛。

失去争夺金牌资格的杨毅并未气馁，通过两轮复活赛，
他进入了铜牌争夺战。在与东道主选手苏宁胡的比赛中，
第一局先丢一分的杨毅，在第二局连得五分，最终以5∶1战
胜对手，摘得铜牌。6

2021年中国体育彩票“民间棋王”电视争霸

60位河南高手对弈争“棋王”

女子马拉松

河南女将路颖遗憾摘铜

全运会男子古典式摔跤87公斤级

河南名将杨毅摘得铜牌

路颖在马拉松比赛中。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自行车运动是一项“低碳环保”的
热门运动，体现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参与自行车
健身的爱好者越来越多，他们通过骑
行欣赏美景，强健身体，陶冶情操，自
行车运动也随着他们的车轮走进乡
野，为“自行车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
会。在这方面，有河南自行车队“福
地”之誉的洛阳市洛宁县堪称范本。

2020年，河南自行车队在洛宁
进行了 5个月的封闭集训，“出关”
之后所向披靡，全国锦标赛拿了 8
枚金牌，4 个项目 8 次打破全国纪
录。所以，省自行车现代五项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陈皓说洛宁是河南自
行车的福地。

拥有美丽的洛河、山好水好风
光好的洛宁县已经连续 5届举办环
中原自行车赛和河南省自行车公路
赛，不仅是河南省体育局命名的“最
佳赛区”，更因地处“亚高原”而有着
发展自行车运动的良好天然条件。

洛宁县也抓住天时地利人和的
难得机遇，形成了用体育带动农业、
旅游业，促进洛宁县全面发展的重
要思路，从 2015年开始就将自行车
比赛和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相结
合，既推动了全民健身活动的深入
开展，也探索出了“体育+旅游”等特
色经济发展模式。由原有乡村道路
改造升级而成的 35 公里自行车赛
道，早已成为骑行者眼中的“最美赛
道”，引得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变身

“网红景点”。去年河南省自行车培
训基地在此挂牌，更是为相关景区
带来了人气，开启了经营良性循环。

据了解，在洛宁县小界乡苇山
村，一片占地1064亩，以自然风光、
农耕体验、生态休闲为主要特色，集
自然、人文、运动、休闲为一体的生
态旅游度假区计划于 2022 年投入
使用。

自行车运动的滚滚车轮，正在为
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源源动力。6

□本报记者 黄晖 李悦

第十四届全运会将于

9月 27日晚闭幕。本届全

运会决赛阶段的比赛大部

分在陕西省内各地举行，

不过，由于受场地条件等

因素限制，有4个项目选择

了异地办赛：河南省洛阳

市承办场地自行车项目决

赛阶段比赛，四川省攀枝

花市承办皮划艇激流回旋

项目决赛阶段比赛，海南

省万宁市承办冲浪项目决

赛阶段比赛，山东省潍坊

市承办帆船、帆板项目多

个级别的比赛。不同于有

着明显“地理优势”的攀枝

花、万宁、潍坊，洛阳能成

功申办并举办第十四届全

运会场地自行车赛，凭借

的是丰富的办赛经验和独

特的“自行车氛围”。

洛阳此次对自行车赛车场的升
级改造，不仅是为了满足承接国际
级赛事及全运会和省运会的要求，
同时也是顺应场地自行车运动的发
展趋势。

在“十三朝古都”洛阳，深厚的
河洛文化底蕴孕育出中国第一个围
棋“百段之城”。不过，很多人并不
了解的是，自行车运动同样在洛阳
底蕴深厚。

洛阳市体育运动学校自行车队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
代，经过两代教练员的努力，先后向
省队输送集训队员 20多人，很多人
还曾身披国家队“战袍”，在亚运会、
全运会赛场，洛阳自行车运动员斩
金夺银、收获累累。2021 年 8 月 2
日，洛阳自行车终于在辛勤耕耘和
深厚积累中迎来了“突破时刻”——
鲍珊菊携手队友钟天使获得东京奥

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冠
军，为河南自行车运动创造历史的
同时，也为洛阳实现了奥运金牌零
的突破。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之间存在
着互相促进的关系，好的成绩一定
来源于好的群众基础，而好的成绩
又能进一步推动群众体育的推广和
发展，洛阳的自行车运动也是如此。

近年来，自行车运动在洛阳的
全民健身活动中始终保持着良好的
发展势头。目前，洛阳市自行车运
动协会注册会员达 4万多人，颇具
影响力。而一年一度的洛阳市全民
健身运动会，自行车赛事更是“传统
项目”，参赛者众多。

在古都洛阳，全民健身不仅有
传统武术、围棋，还“融古纳新”，在
时尚的自行车运动中玩出了“新名
堂”。

最美赛道+体旅融合
“自行车经济”助乡村振兴

本报西安讯（记者 黄晖 李悦）第十
四届全运会女子三人篮球成年组的金牌
决战9月 26日晚在西安城市运动体育公
园结束，一路斩关夺隘闯进决赛的河南
女篮遗憾地再次不敌奥运联合队，获得
亚军。

本场比赛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防守大
战，直到比赛快进行到两分钟时才由联
合队首开纪录。可惜此时河南队的姑娘
们还未找到进球手感，直到0比 3落后才
艰难“开张”。此后联合队一路领先，河
南姑娘们整场都陷入被动追赶，虽然手
感渐热，但终因落后太多而回天无力。
与此同时，姑娘们也吃了经验不足的亏，
多次被抢断造成对手连续两分球命中，
最终以15比 20遗憾告负。

本场比赛，河南队牛嘉、张先媛、
张 玲 阁、冯 松 分 别 得 到 6 分、4 分、3

分、2分。
“加强防守，不放对方两名内线队员

打篮下，压低对手的成功率。”赛后，得到
本队本场最高分的牛嘉接受了记者采
访，说起了本场的战术安排。

牛嘉认为今天全队的发挥都还不
错，打得很顺畅，只是在身体对抗方面吃
了亏。输球是因为与对手相比，实力确
实存在差距。另外，场上状态的起伏也
造成了许多不该有的失误。

在本次全运会女子三人篮球成年组
第一阶段循环赛中，河南队就曾经以 9
比 18不敌在东京奥运会获得铜牌的奥
运联合队。不过，这枚银牌已经足以赢
得喝彩。

曾经带领球队拿到过中国女子篮球
联赛亚军的河南女篮主教练李建新赛后
表示：“全运会亚军含金量更高。”6河南女篮摘得银牌。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选手在比赛中。

▼在洛宁举行的公路自行
车比赛，赛道横跨洛河。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