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资讯

■职工体育

本报讯 （记者 彭程） 6月
9日上午 ， 由北京市总工会 、
北京市体育局主办的2017 “互
助保障杯” 第二届北京市职工
游泳比赛， 在广安体育中心游
泳馆举办。 来自全市各基层单
位的21支代表队近200名职工
参加了比赛 。 比赛共设男子
组、女子组蛙泳、自由泳、仰泳
及混合接力赛4个组别， 按计

时成绩各录取前8名。
本次游泳比赛旨在进一步

推广全民健身运动， 丰富广大
干部职工业余文化体育生活，
增强干部职工身体素质 ， 倡
导健康和谐的兴趣爱好， 进一
步推动全市群众性健身活动的
蓬勃发展。 本次比赛展现了职
工朝气蓬勃、 昂扬向上的精神
风貌。 彭程 摄

本报讯 2017年法网大满贯
进入到最后收官阶段， 这意味着
草地赛季即将拉开大幕， 球迷是
不是期待莎娃的草地风姿了？ 然
而一个接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莎娃由于依然受到伤势困扰， 而
且伤得不轻， 在宣布退出即将开
始的伯明翰公开赛后不久， 就确
认退出随后的温网资格赛。 这也
就意味着莎娃将不会出现在草地
赛季中。

莎娃自从斯图加特公开赛复
出之后， 她在场上的表现就备受
期待， 不过莎娃未能获得直通法
网资格赛的门票， 又被法网组委
会公开拒绝颁发外卡， 只能缺席
这项红土大满贯。 但好在莎娃通
过自己的努力赢得温网资格赛入
场券， 并立场坚定地表示主动放
弃正赛外卡，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打到温网正赛。

尽管 “高贵” 的大满贯赛事
不给莎娃外卡， 但伯明翰草地赛

依然决定向莎娃颁发一张外卡，
这意味着莎娃将在伯明翰热身，
然后出战温网资格赛。 而在近日
揭晓的温网资格赛入围名单上，
莎娃的名字也在列， 可以说万事
俱备只差莎娃登场。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 据英国
BBC证实， 由于目前莎娃依然伤
病在身， 她决定退出即将开始的
伯明翰公开赛。 对此， 英国 《每
日邮报》 之前就曝料莎娃可能因
伤退赛， 并表示莎娃如果缺席赛
事， 将对伯明翰公开赛的门票
和转播收入以重大打击， 毕竟莎
娃曾于 2004年和 2005年获得伯
明翰赛冠军。 事实上， 伯明翰组
委会给她办理外卡 ， 也是希望
俄罗斯美女的到来能帮助赛事大
赚一笔。

其实， 莎娃在之前的罗马公
开赛就遭遇伤病， 当时莎娃因为
左腿受伤在领先情况下退赛， 无
缘晋级第三轮。 尽管已经过去一

个月， 但英国媒体披露： “莎娃
目前依然无法跑动， 而近段时间
也停止了系统性训练。”

由于时间紧迫， 莎娃在温网
资格赛前无法康复， 随后宣布退
出， 这个消息对温网资格赛的收
入也是一记重创。

虽然莎娃目前仅仅排名世界
178位， 但毫无疑问她是资格赛
中最大牌的明星， 她的因伤缺席
也令这项草地大满贯失去了一大
看点。

刚复出就遭遇伤病， 莎娃的
复出之旅注定要经历一些坎坷。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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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于彧） 6月10
日， 北京市第十一届全民健身体
育节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幕，
标志着这一为期半年的京城体育
盛会正式拉开帷幕。 与往届体育
节不同的是 ， 普及推广冬奥知
识、 助力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为
本届体育节的重要内容。

本届体育节开幕式包括第九
套广播体操展示、 仪式及全民健
身项目比赛和展示三个部分。 在
张晓雨、 陈亚斌、 梁会兰、 李素
丽等四位劳动模范的带领下 ，
800名来自首都的各行各业职工
代表用整齐划一的动作进行了第
九套广播体操的展示。

作为百姓自己的全民健身体
育节， 由百家社区活动组委会组
织的200多名百姓当天在主会场
进行健身操舞展示。 参演人员全
部来自社区， 带来了健身操舞、
创编舞蹈、 武术组合 、 太极刀、
太极扇、 快乐舞步等精彩表演。
全民健身项目比赛和展示还包括
自由式轮滑 、 速度轮滑 、 功夫
扇、 八卦掌、 柔力球展示， 足球
（足球场9人制1片、 7人制2片、 5
人制7片）、 篮球 （篮球场6片）、
网球 （网球场5片）、 橄榄球、 手
球比赛等。

开幕式当天最引人注目的无
疑是奥森四季滑雪场的正式亮

相， 由市冬运中心面向全市社会
招募的100个孩子及其家庭进行
了滑雪体验。 作为亚洲最大的室
外旱雪场地， 该雪场占地2万平
方米、 雪道面积达1.4万平方米，
雪场突破了滑雪运动在季节、 气
温、 地形方面的局限， 打造出了
夏季也能滑的 “金针菇” 式旱雪
场地———尖锋旱雪， 与真雪仿真
度高达90%。 据悉， 建设该雪场
目的是培养孩子兴趣爱好， 激发
青少年的滑雪热情， 打好群众冰
雪基础， 为北京竞技冰雪进行人
才储备。

开幕式当天除了主会场进行
的多种全民健身运动项目展示

外， 各区、 冰雪场在同一天不同
时间段或组织、 或自发进行全民
健身活动， 各区因地制宜开展各
具特色、 小型多样的健身活动，
冰雪场分别举办冰雪项目比赛、
公益课、 大讲堂、 免费冰雪体验
等， 参与人员包括干部职工、 社
区居民、 学生、 农民、 来京务工
人员等， 形成全市主会场与分会
场、 冰雪场互动、 市区上下联动
的健身场景， 营造市民踊跃参与
全民健身和冰雪运动的良好社会

氛围。
北京市第十一届全民健身体

育节于5月至10月在全市范围举
行。 活动内容有开幕式、 国际及
省际间体育竞赛活动、 市级体育
竞赛活动、 区级体育竞赛活动、
基层群众体育竞赛活动五个部
分。 包括26项国际及省际间体育
竞赛活动； 150项市级体育竞赛
活动； 245项区级体育竞赛活动；
以及众多基层体育组织举办的比
赛和活动。 于彧 摄

新华社电 据葡萄牙ＳＩＣ电视
台１０日报道， ６月８日， 一位代孕
妈妈为皇马球星Ｃ罗产下了一对
龙凤胎子女。

报道透露， 出生的双胞胎男
孩名为马特奥， 女孩叫埃娃。 而
早在今年３月 ， 英国 《太阳报 》
就曾透露Ｃ罗已在美国西海岸寻
找到了一位代孕母亲。

这或许不是葡萄牙球星第一
次通过代孕的方式来孕育后代，
Ｃ罗的儿子小克里斯蒂亚诺于
２０１０年出生， 有报道称也是代孕
出生， 而其生母的信息到现在也
仍是个谜。

北北京京市市第第十十一一届届全全民民健健身身体体育育节节开开幕幕
四劳模率800职工示范广播操

本报讯 昨天 ， 据西班牙媒
体 《阿斯报》报道，西甲俱乐部西
班牙人为开拓中国市场、 提升知
名度，有意引进中国球员，而除了
一直在观察当中的广州恒大后卫
张琳芃之外， 现效力于荷甲维特
斯的张玉宁也是西班牙人俱乐部
的目标人选之一。

报道中称， 西班牙人俱乐部
去年就有意引进恒大后卫张琳
芃， 可惜张琳芃与恒大续约了；
而现在效力于荷甲特维斯的张玉
宁 ， 在欧洲联赛还没有踢出名
气， 但其身后拥有13亿人口的巨
大中国市场吸引着西班牙人。

但与此同时， 西班牙媒体也

直言， 想要引进中国球员并非易
事， 因为现在引进中国球员的主
要问题有三个 ： 一是球员的水
平， 二是西甲联赛对非欧盟球员
名额的限制， 三是大部分中国的
明星球员都属于恒大这样不差钱
的大俱乐部， 他们似乎没有出售
球员的必要。

2016-2017赛季 ， 西班牙人
以56分获得西甲联赛第8名。 值
得一提的是， 西班牙人的大股东
是中国企业家陈雁升， 因此不难
理解为何该俱乐部希望开发中国
市场。 如果能有像张玉宁这样的
明星球员加盟， 球队在中国的关
注度将不言而喻。 （艾文）

曝西甲中资队看上中国国脚

C罗再为人父
龙凤胎日前出生

第二届“互助保障杯”
北京市职工游泳比赛落幕

欲引进张玉宁+张琳芃

葡媒：

确确定定因因伤伤退退出出温温网网资资格格赛赛
莎莎娃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