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德国足球职业联盟
(DFL) 7日宣布 ， 中国前足球国
脚邵佳一正式入选首批9名 “德
甲传奇球星名人堂” 球星之一，
成为德甲的品牌形象大使。

据介绍， 在邵佳一的足球生
涯中， 他作为中场队员为德国甲
级和乙级联赛共踢过168场比赛，
是德国职业足球赛场上创纪录的
中国球员。 此次邵佳一加入由德
甲历史上知名球星组成的 “品牌
形象大使团队”，将帮助德国足球
职业联盟(DFL)推进国际化进程。
众多加盟“德甲传奇球星名人堂”
的前德甲联赛球员将致力于向世
界传播魅力十足的德甲比赛，并
介绍德国职业足球的经验。

在过去几年间， 德国足球职
业联盟已通过与德国国家队传奇
球星洛塔尔·马特乌斯等品牌形
象大使合作，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主要目标市场推广 “德甲传奇之
旅”， 增加了德甲及其俱乐部的
知名度。 德甲此次扩展其品牌形
象大使团队， 将通过来自于全球
各地的传奇球星， 组建 “德甲传
奇球星名人堂”。

首批入选 “德甲传奇球星名
人堂” 的共有9名传奇球星， 覆
盖不同目标市场。 除德国本国球
星洛塔尔·马特乌斯外， 还包括
中国 (邵佳一 、 约尔格·阿尔贝
茨)、 美国 (史蒂芬·切伦多洛 )、
墨西哥 (帕维尔·帕尔多)、 加纳
(安东尼·贝弗)、 大洋洲 (温顿·
鲁费尔)、 韩国 (车范根) 和巴西
(保罗·塞尔吉奥) 球星8人。

这些球星将作为德甲形象大
使开展球迷和媒体见面活动， 担
任足球营教练， 参与DFL企业社
会责任活动或在合作伙伴电台作
为专家主持评论各种节目， 以便
将德甲向全球推广， 尤其是面向
本国的球迷。

邵佳一当天通过新闻稿表
示 ， 亚洲足球在技术上也很强
大， 但德甲令他印象特别深刻的
是技术、 体能和激情融为一体，
“如今在德甲踢球的岁月仍令我
十分自豪， 很高兴现在能为德甲
做一些事情。”

1980年出生的邵佳一被认为
是德甲联赛历史上最成功的中国
球员， 他曾驰骋在德甲和德乙赛
场 ， 为慕尼黑 1860， 科特布斯
FC以及杜伊斯堡足球俱乐部出
场168次， 共攻入24个进球 。 邵
佳一2015年已从北京中赫国安俱
乐部退役， 目前担任该俱乐部体
育总监。

（中新）

邵佳一当选德甲传奇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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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资讯

后后张张文文秀秀时时代代谁谁扛扛中中国国女女链链大大旗旗
2017年田径世锦赛女子链球

决赛后， “九朝元老” 张文秀正
式宣布退役。 后张文秀时代， 中
国女子链球整体实力能否还处在
世界前列， 谁又能成为这个项目
领军人呢？

毫无疑问 ， 正是有了张文
秀， 女子链球成为中国田径军团
的大赛争牌项目。 张文秀15岁时
就入选了国家队， 曾投出66米30
创造新亚洲纪录， 连续九战世锦
赛获得4枚奖牌， 还收获3枚奥运
奖牌， 可以说张文秀开创了中国
女子链球崭新时代。

如今这个时代画上句号， 意
味着一个全新开始。 展望中国女
子链球未来， 我们可以看看有多
少青年才俊能成功接棒。 尽管王
峥过去几年一直是中国链球女二
号， 本届世锦赛获得亚军， 但考
虑到她即将而立之年， 让她扛旗
有些不现实。

拿年龄和成绩来衡量， 1993
年出生的罗娜值得关注 。 她是
2015年亚锦赛亚军得主， 今年投
出70米66， 个人首次突破70米大
关 ， 本 赛 季 成 绩 仅 次 于 王 峥

和 张 文秀 。 但遗憾的是 ， 她这
次世锦赛投出69.54排第13， 离
决赛只差一位。

还有26岁的刘婷婷， 已代表
中国出战三届世锦赛和里约奥运

会， 拿过2015亚锦赛冠军， 今年
投出70米01。 另外25岁的王璐本
赛季最好成绩67米15， 今年全国
赛以65.09米获得亚军 ， 而24岁
的燕妮以64米20拿到季军， 赛季

最好成绩为65米83。
在 2014年 南 京 青 奥 会 上 ，

1997年出生的徐鑫颖投出68米35
夺冠， 超过自己此前最好成绩近
3米， 当时她被看好接过张文秀

衣 钵 。 不 过 近 些 年 这 位 新 星
有 些 泯然众人 ， 今年最好成绩
仅为62米78。

通过罗娜、 刘婷婷 、 王璐 、
燕妮和徐鑫颖的近两年表现和成
绩来看， 中国女子链球项目人才
厚度堪忧， 至少没想象中乐观。
只有罗娜和刘婷婷今年突破70米
关口， 但不具备将成绩稳定在70
米以上的实力。 除了徐鑫颖， 其
余四人也算不上年轻， 如果未来
再没有重大突破， 拿什么扛起中
国女子链球未来？

近10多年， 女子链球一直是
中国田径的优势项目， 但从张文
秀唱独角戏到王峥崛起成 “二人
转”， 中国在这个项目上其实没
有形成集团优势。 如今张文秀要
功成身退， 王峥坚持多久是未知
数。 纵然长江后浪推前浪， 但从
现实情况看， 随着张文秀时代结
束 ， 中 国 女 子 链 球 整 体 实 力
很 可 能下滑 。 当然 ， 女子链球
是一个适合大龄选手出成绩项
目， 期待几位中生代选手尽快捅
破窗户纸。

（艾文）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8月8
日， 海淀区第十一届全民健身体
育节系列活动 ， 2017年北京市
《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分站赛海
淀区选拔赛， “8月8日” 全民健
身日———2017年 “健康海淀” 国
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大赛活动在
海淀区体育馆举行。

本次活动共吸引了来自西北
旺镇文化服务中心 、 航天城社
区、 唐家岭社区、 马连洼街道、
八里庄街道等14家单位约300名
健身爱好者的参加。 在此次活动
中， 300名参赛者根据其年龄共
分4个组， 14个年龄段， 参赛人
员按照国家颁发的体育锻炼测试

标准分别进行了30秒跳绳、 男子
俯卧撑、 女子仰卧起坐、 曲线托
球跑、 十字象限跳、 坐位体前屈
6个项目的测试， 记录员根据测
试成绩按照测试标准进行评分。
参赛选手不仅认真、 积极地参加
测试 ， 大家还互相交流健身心
得， 畅谈健身带来的好处， 尽享
健身的乐趣。

海淀区通过举办此次活动，
进一步加强辖区各企事业单位和
广大健身爱好者的交流， 提高广
大市民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意
识， 营造全民健身活动的浓厚氛
围， 进一步促进了海淀区群众体
育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

本报讯（记者 马超）近日，中
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第
八届职工运动会在北京奥体中心
开赛， 来自全国六大区域的2000
名职工参与了29项赛事的角逐。

本次大赛共有29个单项冠军
和5个团体奖项， 设置了 “十三
五” 趣味接力等花式项目， 以及

毽绳、 拔河团体赛等。 参加本届
大赛的有青春稚嫩的95后， 也有
健朗矍铄的55后。

赛后， 该公司工会主席黄殿
来表示， 希望通过运动会这一载
体， 鼓励职工们选择健康生活方
式， 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增强企业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本报讯 2017男篮亚洲杯昨
日打响，中国男篮将在今日18:30
出战首场比赛，对手是菲律宾队。
本次比赛， 杜锋执教的中国男篮
蓝队代表男篮出战。 国家队由于
一分为二，加上阿联并未出战，本
次比赛男篮前景颇令人关注。

2017男篮亚洲杯将于 8月 8
日-20日在黎巴嫩举行， 这将是
男篮亚锦赛改制之后的首届比
赛， 来自大洋洲的球队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将首次参赛， 同时比赛

成绩将不再与奥运会、 世界杯挂
钩。今夏中国男篮一分为二，分别
由杜锋执教蓝队和李楠执教红
队，按照篮协的计划，最终蓝队代
表中国出战本次亚洲杯。 蓝队此
前一直在北体大进行集训， 期间
还曾赴澳洲拉练。 在公开的热身
赛中，13场7胜5负，其中一场与新
西兰的比赛提前结束。 根据蓝队
的参赛名单，阿联因伤最终缺席，
球队将由郭艾伦、韩德君领衔，而
队中有6人都是首次参加这种大

赛。根据此前公布的夺冠赔率，男
篮仅排在第三， 澳大利亚与东道
主黎巴嫩分列前两位， 可以看出
对男篮的夺冠前景并不看好。

虽然本次比赛迎来改制 ，变
为全新的亚洲杯， 不过男篮作为
上届亚锦赛的冠军， 这次同样是
卫冕之旅。就像队长周鹏所说，在
亚洲中国男篮必须要争好名次，
队员们也都表示，必定全力以赴，
因此， 男篮的表现还是值得我们
期待的。 （杰瑞）

亚洲杯中国男篮蓝队今战菲律宾
海淀300名健身爱好者参加体测

平谷700余名职工赛广播体操
本报讯 （记者 马超） 近日，

由平谷区总工会、 区体育局联合
举办的 “工会杯” 第八届全民运
动 会 第 九 套 广 播 体 操 比 赛 在
区 体 育中心篮球馆举行 ， 来自
全区的37支队伍， 共700余名职
工参加。

比赛分为区直组和乡镇组，

采取评分淘汰制。 比赛中， 各参
赛队意气风发， 斗志昂扬。 他们
别致的队服、 各具特色的队列变
化、 规范到位的动作， 体现了平
谷区职工的风采。 经过两个小时
的激烈角逐， 区法院代表队获得
区直组第一名， 兴谷街道代表队
获得乡镇组第一名。

中建一局2000职工同场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