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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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在巴黎奥运会即
将迎来开幕倒计时两周年之
际 ， 巴黎奥组委 25日公布了
2024年巴黎奥运会与残奥会的
口号———奥运更开放 （Games
Wide Open）。

“这是一份向全世界发出
的邀请， 来共同体验这次全新
的激情， 巴黎奥运会注定将给
人们带来令人振奋的新体验。”
巴黎奥组委在一份官方声明中
表示。

巴黎奥组委主席埃斯坦盖
解读了 “奥运更开放” 这一口
号的含义： “这是一种打开人
们心扉的力量， 让人们停止将
差异视为障碍； 这也是一个梦
想， 所有以不同方式参与这届
奥运会的人们共同的梦想， 通
过这次奥运会， 进一步强化体
育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

义； 同时，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
远大愿景， 通过巴黎奥运会向
全世界展现法国最好的一面 ，
特别是她的勇气、 创造力和创
新精神等。”

巴黎奥组委当天还公布了
巴黎奥运会初版的赛程方案 ，
比赛将于2024年7月24日 （开幕
式前两天 ） 至 8月 11日进行 ，
其中7月27日将诞生本届奥运会
的首枚金牌， 依然是大家熟悉
的射击项目， 具体小项为10米
气步枪混合团体。

据组委会介绍， 本次赛程
安排的一大亮点是对女子比赛
给予更多的重视， 多个大项的
最后一枚金牌将在女子项目中
诞生。 例如乒乓球项目的最后
一项决赛暂定为8月10日进行
的女子团体比赛， 这是乒乓球
项目自1988年进入奥运会以来，

第一次以女子项目收官。
此外， 巴黎奥组委还公布

了本届奥运会的部分票务信息。
根据组委会的方案， 巴黎奥运
会和残奥会预计将售出1300万
张门票， 其中在对公众开放的
门票中， 有近一半的价格将不
超过50欧元。 除了开闭幕式以
外， 所有比赛项目的门票将从
24欧元到950欧元不等， 而最高
档次的950欧元的门票在总量中
仅占不到0.5%。

组委会表示， 为了能让更
多的人负担得起奥运门票的价
格， 他们制定了一套特殊的定
价方案 ， 寄希望于通过15%的
高价票来获得一半的门票收入，
以提供更多的低价票。

公众可以从今年12月开始
通过抽签参与本届奥运会门票
的购买。

奥运更开放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口号公布：

新华社电 世界田联25日宣
布， 巴黎奥运会200米到1500米
之间所有距离的个人单项比赛，
将增加一轮比赛， 称之为 “复活
赛”。

世界田联在发布的声明中
说， 预赛中没有按照小组名次直
接晋级半决赛的选手，将通过“复
活赛”争夺晋级名额，而不是按照
现在的方式———以最快的成绩排
名决定剩余的晋级名额。 按照现
在的做法， 以小组名次直接晋级
的选手在成绩表上以大写的Q标
注出线， 剩下的通过成绩排名晋
级的选手以小写的q表示，以后小
写的q将不再出现。

在刚刚结束的世锦赛男子百
米比赛预赛中， 苏炳添在第二组
中跑出10秒15，排名小组第五。根

据规则， 预赛每个小组前三名直
接晋级，其他选手按照成绩排名，
前三位可递补晋级。 最终苏炳添
在非直接晋级选手中排名第三，
获得了半决赛资格。 女子百米选
手葛曼棋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进
入了半决赛。

世界田联透露， 新的规则适
用于200米 、400米 、800米和1500
米、女子100米栏、男子110米栏和
400米栏，之前这些项目赛制为预
赛、半决赛和决赛，新赛制在预赛
后加入 “复活赛” 就变为四轮比
赛， 可以保证每名运动员至少可
以在参赛过程中跑两枪。

新规则将不适用于男女100
米比赛， 因为百米比赛已经在预
赛前就有一轮预选赛， 原本就有
四轮比赛。

巴黎奥运会部分赛事将增“复活赛”

今天， 东亚杯将进行最后一
轮比赛， 日韩两强争夺本届杯赛
的冠军， 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则
要为避免 “垫底” 而战， 如果中
国队能够在今天的比赛中取胜且
日本队输球， 中国队甚至有可能
获得本届杯赛的亚军。

中国队上一轮意外逼平日本
队， 让球队得到了喘息之机， 球
队也可以在相对平静的舆论环境
下备战最后一轮比赛。 这场中日
之战， 不但终结了中国队对日本
队连续4场失利的纪录， 也给这
支年轻的球队带来了自信 。 不
过， 最后一场比赛仍是巨大的考
验， 因为这是与前两场比赛完全
不同的。 无论是对韩国队还是对
日本队， 中国队都是绝对的弱势
一方， 比赛的场面都是被对方完
全压制。 而这场对中国香港队的
比赛， 面对本届赛事国际排名最
低的对手， 中国队不可能再采取
相同的策略。 前面两场比赛， 中
国队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攻击
力 ， 几名前锋很难得到射门机
会。 对阵中国香港队， 相信中国
队会得到比前两场更多的得分机
会， 这就要看中国队前锋们的射
门靴带没带了。 稍微让人担忧的
是 ， 中国队锋线的经验比较匮
乏， 除了老将谭龙踢过一些国际
比赛， 另外几名小将的国家队经
历， 其实就是前两场对韩日的比
赛。 中国队的年轻前锋中， 像方

昊、 陶强龙都有着不错的天赋，
对于他们来说， 如果能够得到上
场机会， 心理上放开是首要的，
他们不会面对韩日那么高水平的
后卫，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中国香港队的东亚杯经历并
不美好，算上前两场的失利，中国
香港队在这项赛事中已经11连败
了。对阵中国队的比赛，中国香港
队肯定想在这场球取得进球甚至
拿分。 前两场比赛中国香港队都
以大比分失利， 不过看得出这支
球队还是积极进取的， 特别是第
二场对韩国队的比赛， 中国香港
队还是获得了一些得分机会，如
果不是前锋把握机会能力弱以及

运气问题， 中国香港队本该在韩
国队身上拿到进球。 值得注意的
是， 中国香港队在同韩国队的比
赛中， 在一些时间段采取了高位
逼抢的战术， 也让实力强劲的韩
国队出现了几次失误。 中国队中
后场的出球能力远不如韩日两
队， 也许中国香港队会用力度更
大的逼抢去对中国队的后腰和后
卫进行骚扰。 中国队并不能完全
把中国香港队当做弱队， 中国队
实力有优势，但优势并不明显。

如果最终能够拿到4分， 扬
科维奇的球队这次比赛就算是出
色完成了任务， 希望年轻的国足
能够实现他们的目标。

东亚杯国足盼首胜

新华社电 世界田联25日公
布了与2022年俄勒冈世界田径锦
标赛相关的一些数据和纪录， 其
中赢得金牌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
达到29个， 比2017年伦敦世锦赛
上创造的夺冠代表队数量的纪录
多出3个。

世界田联公报称 ， 来自179
个国家和地区外加难民代表队的
17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这届世锦
赛， 大约有15万观众持票观看了
历时10天的比赛。

除了夺金的国家和地区数量
创下新纪录外， 进入各个单项决

赛的国家和地区也创下新高。 本
届比赛有81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
员获得决赛资格， 比2019年的多
哈世锦赛多了5个。 利比里亚、尼
日尔、巴基斯坦、萨摩亚、菲律宾
和危地马拉这6个国家历史上首
次有运动员闯入世锦赛决赛。

另外， 每个大洲都至少获得
两块金牌。 秘鲁、 哈萨克斯坦、
尼日利亚历史上首次登上世锦赛
金牌榜， 印度和布基纳法索创造
了历史上最好成绩 ， 实现 “银
牌” 零的突破。

美国队获得13金9银11铜共

33块奖牌， 刷新单届世锦赛夺牌
最多纪录。 美国选手在男子100
米、 男子200米、 男子铅球三个
单项中包揽所有奖牌。 牙买加选
手则包揽女子100米前三。

女子竞走中赢得两金的秘鲁
选手加西亚·莱昂成为本届世锦
赛唯一赢得两块个人项目金牌的
选手。

另外， 本届世锦赛打破3项
世界纪录 、 19项各大洲田联纪
录、 92项全国 （地区） 的纪录、
13项赛会纪录、 创下30项本赛季
世界最好成绩。

俄勒冈田径世锦赛夺金代表团数量创纪录

7月26日至28日， 舞剧 《冼星海》 迎来第二轮复排上演。
该剧通过 “序” “大海” “洪流” “故土” “星辰” 五个章
节， 以突破常规的交响叙事形式和极具现代风格的舞台呈现，
聚焦展现冼星海后半生鲜为人知的人生足迹。

本报记者 陈艺 摄影报道

复排舞剧 《冼星海》 上演

本报讯 （记 者 盛 丽 ）
近日，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
办， 北京市文物局等部门承
办的2022北京西山永定河文
化节开幕。 本届西山永定河
文化节主要活动集中于7月至
9月举办。

据了解，文化节整合西山
永定河文化带丰富的文化资
源，围绕“绿色西山”“红色西
山”“金色西山” 三大板块，打
造专题展览、摄影比赛、文旅
体验、文化论坛等文化精品活
动。文化节期间，首届京西山
水 嘉 年 华 活 动 将 于门头沟
区潭柘寺镇檀谷慢闪公园启
动。嘉年华整合永定河沿线景
区景点、民宿、古村古道、红色
基地、文创产品、非遗、农产品

等资源，推出“畅游永定河”联
票。 通过 “京西旅游推介官”
实地走访直播 、 “大美永定
河 ” 短视频和摄影比赛， 引
领游客走进大自然欣赏京西
秀美山水 。 京西古村打卡 、
“探秘寻宝 ” 徒步 游 古 道 、
田 园 观 光 休 闲 体 验等特色
活动， 带游客品味京西文化。
国际山地徒步大会、山地自行
车赛， 让参与者体验绿水青
山。

文化节期间 ， 颐和园博
物馆将推出园说Ⅳ文物展 。
此外， 文化节期间还为公众
提供了一系列线上精彩活动，
如 “山河向未来· ‘馆’ 中有
精彩”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沿
线各区特色博物馆展示等。

系列活动亮相西山永定河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