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余翠平 ） 近
日， 丰台花乡职工 “芳菲杯” 乒
乓 球 团 体 赛 在 看 丹 九 城 盛 唐
俱 乐 部举办 。 花乡各村 、 总公
司共16支参赛队伍， 130名选手
切磋球技。

据了解， 比赛采取分组循环
及淘汰赛的方式进行， 团体比赛
五场三胜制 ， 每场比赛三局两

胜， 每局11分。 团体打满五场，
每场打满三局。 通过两天比赛，
共决出团体前8名及8个优秀组织
单位奖。

“通过本次比赛，花乡工会为
各单位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同场
竞技的平台， 为增强全乡职工身
体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丰台
花乡地区总工会主席张春生说。

本报讯 （记者 阎义 通讯员
侯存林） 8月30日， 北京时尚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举办的 “第
一届时尚控股公司 ‘光华杯’ 乒
乓球邀请赛” 落幕。 本次大赛共
10支代表队60名运动员参赛。 比
赛以 “时尚大舞台 ， 有你才精
彩” 为主题， 展示了时尚控股职

工良好的精神风貌。
经过激烈的角逐， 最终雪莲

集团代表队获得团体冠军， 铜牛
集团代表队获得团体亚军， 光华
集团、 时尚控股机关代表队获得
团体季军。 据介绍， 活动的开展
是延伸全民健身的有利载体， 得
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

花乡职工切磋球技

本报讯 （记者 王路曼） 9月
2日上午， 密云区飞鸿世纪园乒
乓球室外广场上迎来700多名职
工群众， 他们在各自的乒乓球台
前挥拍同乐， 共同交流和切磋球
技。据了解，这里是北京市第十一
届全民健身体育节———2017年北
京市体育公益活动社区行暨密云
区 “乒乓大集” 活动现场。

此次活动由密云区体育局 、
密云区总工会、 密云区园林绿化
服务中心和密云区体育总会相邀
北京市体育局、 北京市体育总会
共同主办。工作人员介绍，活动以
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为核
心， 进一步满足全区职工群众的
文化体育生活， 激发全民参与热
情，传播科学健身理念，通过体育

公益活动贴近百姓生活的方式，
深入推动全民健身的普及开展。

值得一提的是， 活动举办地
密云区飞鸿世纪园乒乓球广场坐
落于美丽的潮白河畔 ， 始建于
2007年， 占地面积1万多平方米，
有乒乓球台120张，长期免费供大
众健身使用， 是密云人民参与体
育健身的重要活动基地。 今年，
密云飞鸿世纪园乒乓球广场成功
申请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 已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乒乓球广场。

此次 “乒乓大集” 活动没有
年龄、 性别限制， 来自密云各镇
街， 社区、 村级单位， 各行各业
职工 ， 离 、 退休及下岗职工超
700人参与。 活动以每张乒乓球
台6人为活动单位 ， 进行双打 、
混双及家庭组合双打。

活动现场， 主办方还安排有
专业乒乓球教练进行技术指导，
并配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科普
知识宣讲。 现场还特邀乒乓球国
手和乒乓球世界冠军许绍发和童
玲现场助力， 与广大乒乓球爱好
者进行互动交流。

■职工体育

700余人挥拍同乐
密云举办“乒乓大集”

虽然在全运会男篮决赛阶段
小组赛第一场比赛中， 北京男篮
以 56:63的比分输给广东男篮 ，
但球队也收获到了一个火力全开
的方硕， 当天方硕得到22分， 超
过对方后卫得分总和。

如今 27岁的方硕已经不年
轻， 但他却仍然没有真正打出名
堂。在北京首钢阵中，他基本都是
替补的角色。 今年全运会是方硕
生涯的转折点，打得好，他有望与

刘晓宇竞争首发控卫的机会；
打得不好，或许就此沦为平庸，在
联赛也不会得到太多的机会。

今天北京队将迎战解放军
队， 虽然以CBA联赛八一男篮为
班底的解放军队在联赛中表现垫
底， 但在没有外援的全运赛场上
也能与上赛季常规赛亚军上海队
“掰掰腕”。本场比赛，方硕能否带
领一群“95后”小兄弟再发威会是
当天全运会的一大看点。 （艾文）

■今日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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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挑战
首枚全运“800自”金牌

新华社电 缺席男子４×１００
自由泳接力比赛后， 代表河南
队出战的宁泽涛３日上午迎来了
自己在本届全运会上的首秀 ，
４９秒４４的成绩也让他轻松位列
小组第一， 晋级当晚的男子１００
米自由泳半决赛。

本场比赛开始前 ， 游泳馆
门口聚集了上百名宁泽涛的
“粉丝 ” ， 穿着印有 “宁泽涛
世界飞鱼” 口号的统一黄色着
装， 为自己的偶像支持打气。

宁泽涛的出场引发了支持
者们最高分贝的音浪。出发反应
０.６８秒在小组１０位选手当中只
能算中规中矩，但他实力还是明
显高出一筹，在５０米处便取得了
领先，２３秒１１也是预赛所有队员
中前５０米最快的。后５０米宁泽涛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最后以４９秒
４４排名小组第一 。 这也让他以
预赛总排名第二的成绩顺利晋
级半决赛。

这是宁泽涛自里约奥运会
后首次在国内综合性大赛中亮
相。 此前他在江西赣州举行的
２０１７年 全 国 夏 季 游 泳 锦 标 赛
暨全运会预选赛的 １００米自由
泳预赛中亮相 ，达到全运会参
赛标准， 随后退出了其余的比
赛。

全运会比赛前夕 ， 在澳大
利亚训练的宁泽涛参加了昆士
兰短池游泳锦标赛， 连夺男子
１００米和５０米自由泳的冠军。 在
１００米自由泳比赛中， 他游出的
４６秒 １４的成绩超过了亚洲纪
录。

本报讯 昨天有媒体透露 ，
效力于德甲不莱梅俱乐部的中
国前锋张玉宁现身天津全运村。
据悉 ， 张玉宁回归浙江U20男
足队伍， 将代表球队参加9月5
日全运会浙江队对阵湖北队的
比赛。

其实早在四月份公布的全
运会运动员报名名单中， 张玉
宁就出现在了浙江队的名单中，
此前他也代表球队征战了全运
会预选赛。 毫无疑问。 此次张

玉宁的回归， 将使浙江队的攻
击力提升一个台阶。

与全运会足球半决赛同一
天， 也就是9月5日23点， 国足
将在多哈与卡塔尔进行生死较
量， 张玉宁由于没有按照足协
的要求提前回国参赛， 被里皮
排除在此次集训的大名单外。

2日凌晨， 张玉宁代表不莱
梅出战热身赛， 替补出场取得
一粒进球。

（新体）

第十三届全运会在9月4日将
产生33块金牌， 夺金项目包括：
武术散打、 国际式摔跤、 举重、

铁人三项 、 跆拳道 、 垒球 、 体
操 、 马术 、 小轮车 、 棒球 、 田
径、 游泳。

虽然感冒还未痊愈， 且出于
节省体力的考虑， 孙杨在昨天的
800米预赛一直控制速度， 不过
他还是在本届全运会游泳男子
800米自由泳预赛中游出7分59秒
43的成绩， 以小组第一和预选赛
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决赛。 在今晚
举行的该项目决赛中， 如果发挥
正常， 想必这块金牌仍是孙杨的
囊中之物。 值得一提的是， 800
米自由泳项目今年首次进入全运
会， 对于这块有意义的金牌， 孙
杨也是充满期待。

看点 ：11

羽毛球男单、 女单、 男双、
女双、 混双都将在9月4日展开激
战。 此次全运会上， 我们将会看
到很多许久未见的老将， 里约奥
运会后， 王适娴、 王仪涵、 赵芸

蕾等名将相继退出国家队， 离开
她们熟悉的战场， 开启人生新篇
章。 此次全运会， 她们将重返赛
场， 为各自省队最后一次出力。
对于球迷来说， 这也是我们最后

一次看到她们活跃在职业赛场
了， 我们通过全运向老将告别，
向老将致敬， 祝愿他们能够在全
运的赛场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画
上最圆满的句号。

“800自”决赛———孙杨争金

“宁帅”亮相“迷妹”助阵

张玉宁代表浙江出战半决赛

看点 ：22 羽毛球———为了告别的聚会？

看点 ：33 男篮———看方硕能否再发威

时尚控股办首届乒乓球邀请赛

■聚焦全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