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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位置，中国女篮坚持拼字当头
今起至10月1日 ， 2022年女

篮世界杯将在澳大利亚悉尼举
行。 面对外界较高期望值、 近几
年世界大赛成绩稳中有升的中国
女篮将保持清醒头脑， 自身放在
力拼对手的位置上， 希望能够打
出最好的水平， 以最好的精神面
貌和状态完成这次比赛。

中国队在2018年女篮世界杯
上排名第六， 在去年东京奥运会
上位列第五。 在今年2月女篮世
界杯预选赛上 ， 中国队三战全
胜， 出色的表现让外界看好她们
在本届世界杯的前景。

但中国女篮在备赛过程中遭
遇到了很多挑战。

结束在塞尔维亚的预选赛征
程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中
国女篮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隔离与
恢复。 主教练郑薇介绍说， 队伍
5月下旬开始集中后， 用了一个
月左右时间恢复身体状态和训练
个人技术， 真正磨合集训的时间
只有两个多月。

这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缺少实
战检验机会，因此队伍决定8月前
往欧洲进行海外拉练，以赛代练。

“出来训练的条件环境肯定
不如在家里能够得到保障， 但是
我们为了更多去比赛， 去积累这
样的经验。” 郑薇表示， 每场比
赛都能看到球队的进步， 比如关
键球的处理， 落后或对手紧逼的
情况下如何应对等， 相信会越做
越好。

由于内线球员韩旭和李月汝
此前在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NBA） 打球， 中国女篮集训
大部分时间人员并不齐整。 两人
于8月下旬抵达塞尔维亚与球队
会合 ， 并随队前往澳大利亚 。
2018年女篮世界杯见证了初登世
界大赛舞台的韩旭和李月汝冉冉
升起， 如今两人得到更多关注，
进入国际篮联评选的本届世界杯
最受关注的20名运动员之列。 但
由于两人回归国家队时间较晚，

与队伍磨合程度尚待检验。
“经过这个赛季在WNBA的

锻炼和成长， 我现在要担负起更
多责任， 希望可以用自己的行动
给队友和教练带来正能量。” 韩
旭说。

进入新的奥运周期， 中国女
篮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 东京奥
运会结束后， 老将邵婷和孙梦然
离开， 队伍在保留多数主力球员
的基础上补充进了新鲜血液。 世
界杯备赛过程中， 中国女篮在技
战术方面进行了一定调整， 着力
解决此前存在的失误多、 对抗性
差等问题， 对困难的准备也做得
很充分。

“很高兴能够得到大家的认
可， 但同时我们又保持冷静的头
脑。 （近年来） 这支中国女篮还
没有在哪一次世界大赛上真正冲
击到前四名， 所以我们首先还是
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郑薇说。

中国女篮的同组对手包括比
利时、 波黑、 波多黎各、 韩国和
美国队， 其中与美国队一役将是
检验中国队成色的最好机会 。
2018年世界杯， 中国女篮在小组

赛中以12分分差不敌美国队。 四
年后两队再度小组赛相遇， 国际
篮联也将本场较量看作本届世界
杯最具看点的比赛之一。

本届世界杯， 美国队阵容中
不再有苏·伯德、 陶乐西、 福尔
斯这些熟悉的面孔， 这支世界女
篮传统强队同样迎来了更新换
代。 尽管如此， 目前世界杯已连
胜22场的美国队目标仍是实现四
连冠。 上届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
斯图尔特以及威尔逊将是她们的
主要进攻点。

美国队主教练里夫希望打造
出一支快节奏的队伍， 同时注重
进攻效率， 能够在快速进攻中完
成高质量的得分。

对于东道主澳大利亚的球迷
来说， 最受瞩目的运动员无疑是
41岁老将劳伦·杰克逊 。 2016年
退役的杰克逊今年宣布复出， 这
将是她的第五次世界杯之旅 。
“我一踏上球场， 年龄差异就消
失了。 如果我能发挥作用， 让我
们登上领奖台， 那么所有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杰克逊说。

据新华社

本报讯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刘换利） 近日， 由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 （以下简称经开区） 总工
会、 社会事业局、 团工委共同主
办的 “博大杯” 2022职工羽毛球
比赛在金风大学体育馆举行。 本
次大赛以 “奋进三十载———喜迎
二十大” 为主题， 共吸引区域内
52支队伍、 超过500位企业职工
参赛， 参赛规模再创新高。

赛场上， 选手们激烈扣杀，
比分也在胶着状态中交替攀升。
赛场边， 备战选手斗志昂扬， 在
积极热身的同时也时刻关注本队
赛况， 并不时为队友加油鼓劲。
远线扣杀、 短线吊球……参赛选
手们精彩的对决博得了场外阵阵
喝彩。

据了解， 此次赛事为混合团
体赛， 设置女双、 男双和混双三
个单项 。 参赛队伍分为上下半

区 ， 各半区分组进行小组循环
赛， 每场比赛均采用21分一局定
胜负， 小组前两名出线进行八强
淘汰赛。 1/4决赛起， 每场比赛
采用15分、 三局两胜制， 在避免
偶然性的同时也增加了竞争性和
观赏性。

“今年我们有两个小组参
赛， 多年的参赛让我切身感觉到
了 ‘博大杯’ 羽毛球赛事水平突
飞猛进， 比赛设施、 裁判都非常
专业， 各项保障也很到位。 比赛
不仅锻炼了我们职工的身体， 丰
富了职工生活， 也让我们在紧张
的工作之余享受到了运动和竞技
的魅力。” 施耐德 (北京) 低压电
器有限公司参赛队伍领队徐长明
说。

据悉， 有着广泛参与人群和
良好职工基础的 “博大杯” 系列
职工体育活动今年已经到了第10

个年头， 已逐步成长为经开区职
工品牌赛事之一。 其中， 作为经
开区职工羽毛球最高水平的业余
赛事， 每年一届的 “博大杯” 职
工羽毛球比赛已成为区域内羽毛
球爱好者切磋技艺的重要平台。

经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近些年来， 职工参与羽毛球
比赛热情持续增强。 此次赛事旨
在展示经开区30年的建设成果，
倡 导 科 学 健 身 的 理 念 ， 丰 富
广 大 职工体育生活 ， 全力推进
全民健身事业。 同时以赛事促联
动， 搭建企业交流平台， 增进企
业间的合作互通 ， 形成互惠共
赢、 共谋发展的良好局面。 下一
步， 经开区总工会将持续引导广
大职工以勤于创造、 勇于奋斗的
精神坚守生产一线作贡献， 为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
氛围。

本报讯 （记者 孙艳 ） 第33
届北京农民艺术节 “乡村大舞
台” 农村群众原创节目展演近日
在顺义区大剧院举行， 展演拉开
全市系列活动序幕。 本届农民艺
术节系列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据介绍， 第33届北京农民艺
术节包括三大系列活动， 分别是
北京 “乡村大舞台” ———农民群
众原创节目展演系列活动、 北京
美丽乡村印象———乡村题材文艺
作品征集展示系列活动、 北京乡
村文化故事———“文化振兴与乡
风文明” 宣传展示系列活动。

本届 “乡村大舞台” 将陆续
在13个涉农区举办区级预赛暨专
场展演活动。 展演既有农村群众
原创文艺节目比赛， 突出节目原
创、 京韵农味、 红色传承； 还有
“舞动乡村” 全市农民广场舞比
赛， 丰富农民体育活动， 增强农
民体质； 以及 “说唱移风易俗”
原创节目征集展示活动， 围绕倡
导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 孝老敬
亲、 邻里和睦、 勤俭节约等文明
风尚， 以当地最具特色的曲艺形
式为载体， 反映农村移风易俗工
作经验成效等。

近日， 北京京工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 “雷蒙 ” “伊里兰 ”
“宫溢” 品牌联合运动品牌 “李宁” 共同演绎一场以 “永定·和” 为主
题的服装时尚大秀。 服装在设计上以五行 “金、 木、 水、 火、 土” 的
对应色为色彩基调， 诠释中式美学意境。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 昨
天， 以 “展海陀风情、 游冬奥小
镇、 赏金秋果园、 享丰收喜悦”
为主题的第六届延怀河谷葡萄文
化节暨2022年张山营镇金秋葡萄
采摘节在延庆区世界葡萄博览园

开幕。 优质葡萄、 精加工后的葡
萄酒……开幕式现场， 各农业种
植合作社将自产的特色产品摆出
来展示和销售。

在一年一度的京津冀优质晚
熟葡萄擂台赛上， 来自北京、 天

津、 河北三地的葡萄种植合作社
和种植大户带着自己培育的优质
葡萄来到现场， 互相交流种植经
验， 比拼葡萄品质。 经过中国农
学 会 葡 萄 分 会 和 北 京 果 树 学
会 等 部门专家的评审 ， 评选出
了相关奖项。 “采摘节给我们果
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通过采摘节， 我们与河北、 天津
的果农建立了联系， 能及时分享
各自的种植经验”。 张山营镇绿
野地葡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贾明
表示。

当天， 五福兴农等辖区优质
果品种植合作社与北京八达岭文
旅集团、 中国邮政延庆区分公司
签订了三方合作意向书， 三方将
发挥各自在优质农产品供应、 市
场推广 、 物流配送等方面的优
势， 实现强强联合， 为推进辖区
葡萄等优质果品销售、 提升果农
收入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记者 陈艺 摄

———女篮世界杯前瞻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52支队伍羽毛球赛场展风采

延庆区张山营镇金秋葡萄采摘节开幕

京味时装大秀演绎“五行”之美

北京农民艺术节
“乡村大舞台”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