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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简讯
10 月 10 日 ，中国选手 X-Rain（右 ，
商小宇）
商小宇
）/法国选手 Srta. Carlota 在比
赛中。
赛中
。
当日，
当日
，第三届夏季青年奥林匹克运
动会体育舞蹈霹雳舞混合团体预赛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霹雳舞项目是本届
青奥会上新增的项目，
青奥会上新增的项目
，是街舞的一种
是街舞的一种。
。
X-Rain（商小宇
商小宇）
）是本次青奥会霹雳舞
项目中国队唯一一名选手。
项目中国队唯一一名选手
。
新华社记者 王丽莉 摄

独行侠宣布
丁彦雨航被裁
将战发展联盟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1 日电 据外媒
报道，NBA 达拉斯独行侠队宣布裁掉中
国球员丁彦雨航，他将加盟独行侠下属
的发展联盟球队德州传奇队。
6 月丁彦雨航与达拉斯独行侠队签
约，因为膝伤错过了球队的训练和大部
分季前赛，其间仅代表球队在 NBA 中国
赛出场一次，
上场 8 分钟，
得 1 分。
在中国赛深圳站的赛后发布会上，
独行侠主帅卡莱尔就明确表示，丁彦雨
航新赛季不会留在独行侠。
“丁彦雨航会
和我们一起返回达拉斯，然后与我们的
发展联盟球队德州传奇签约，我们希望
他能在达拉斯度过未来的一年，恢复膝
伤并提高能力，膝伤痊愈后能在传奇队
中证明自己。
”

博尔特即将首发
力争足球职业合同

五环旗下 天下一家
新华社记者
三面五环旗冉冉升起，奥林匹克会歌庄严
响起。最高领奖台上，来自四个不同国家和地
区、
不同性别的六名小剑客手挽着手，
同时挂上
金牌。
这是一场没有输家的比赛。如果非要有赢
家的话，
只有一个，
那就是奥林匹克运动。
或许这正是青奥会的特点，不要有成人奥
运会的包袱和压力，尽情“混搭”、友谊万岁、青
春不朽。
这场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奥会击剑混合团体
比赛，
打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
以洲际为单位
组队。决赛中对阵双方是欧洲一队和亚洲大洋
洲一队，
前者由两名匈牙利选手、
两名意大利选
手、
一名法国选手和一位乌克兰小剑客组成，
而
夺得银牌的亚大一队则由两位韩国运动员、一
名中国台北队员、
一名日本选手、
一名吉尔吉斯
斯坦运动员以及一名中国香港女孩组成。获得
铜牌的美洲一队则由五名美国选手和一位墨西
哥选手组成。最终登上领奖台的有 11 个国家
和地区的运动员。
体操混合团体“更过分”，队员们通过抽签
组成了 12 支队伍，队伍分别以知名运动员的名
字命名，例如“拜尔斯队”
“ 杨威队”
“ 科马内奇
队”等，每个队伍由 13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
员组成。中国蹦床小姑娘范心怡和来自 11 国
的 12 名运动员组成的“拜尔斯队”夺得了冠
军。最终登上领奖台的有 39 名运动员，涉及的
国家和地区数量就更多了。
对青奥会而言，奖牌榜不重要，开心最重
要。击剑混合团体是击剑赛场上最后一项赛
事，组织者希望这场压轴好戏成为一场“合家

王集旻 高鹏

欢”，一场朋友圈的狂欢，而最终场面上的确
非常热闹。比赛扣人心弦，
实力接近，
场上剑
客奋力搏杀，场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队友也
随着比分变化悲喜交加，这一幕或许让所有
在场的成年人都感到了重返十八岁的血脉偾
张，也感受到了奥林匹克运动凝聚人心的巨
大魅力。
比赛结束后，所有参赛队员无论胜负就
像是一家人，兴高采烈地相互拥抱，合影留
念，
哪里分得清队友还是对手。
17 岁的中国小剑客傅莹莹因为个人赛
稍差，
被分到亚大二组，
最终亚大二组拿到第
五，傅莹莹出战的那场也获得了胜利。结束
了自己的团体赛事，傅莹莹还继续留在击剑
馆，
为自己的朋友们加油鼓励。
“这种团体赛友谊第一，
我现在的朋友遍
及全世界，
不会中文的我就用英文交流，
他们
想学中文，
我也会教他们。
”
傅莹莹说。
在霹雳舞比赛现场，中国小伙儿商小宇
和法国街舞小美女卡洛塔组队参加混合团体
赛。在商小宇看来，青奥会是以舞会友的好
平台。
“霹雳舞本来就是大家交朋友的手段，
大家以舞会友，非常开心。混合比赛就像
是一个大 party，名次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我觉得奥运会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爱与尊
重。这种混搭的比赛，比赛选手相互增进
认识和感情，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发明。”商
小宇说。
青奥会本来就是以文化教育为主要目
的，竞技和成绩在其次。在第一届新加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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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会上，这种“混搭”比赛的模式就已初次试
水，在第二届南京青奥会更是广泛采用，而本
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继续大量使用这一模
式。
除了体操、击剑，在柔道、跳水、马术、现代
五项、
射击、
乒乓球等诸多项目上均采用了这一
赛制。在柔道混合团体赛中，各支参赛队以历
届奥运会和青奥会举办城市命名，最终竟然是
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七名运动员组成的“北
京队”
夺冠，
真是好欢乐。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言，青奥会是
一块试验田，任何创新都可以来检验一番。
“混
合参赛”
模式彻底打破了对成绩固有的认识，
让
人们对金牌数字的计算归于无形，让国家和地
区的奖牌榜失去意义。在奥林匹克精神指引
下，
所有运动员亲如一家。
“这种比赛形式真的非常好。青奥会是个
非常好的教育平台。比赛的时候谁都会全力以
赴，成绩当然很重要，否则胜利就失去意义，奥
运会本来就是更快更高更强。但是奥林匹克精
神的内涵非常丰富，
用比赛促进尊重、
用比赛促
进理解和友谊，
促进世界和平，
这些概念对于这
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而言非常重要，青奥会就
是他们学习的舞台，
我想他们一定收获很大，
就
连我们这些大人都感到很受教育。
”
中国体操队
教练吕君海说。
孩子们在领奖台屏息凝神注视奥运五环旗
的那一刻，
圣洁无比。
体育不能包治世间百病，奥运理想也需要
更多时间去实践。但在青奥赛场，
在五环旗下，
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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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厂房
七里河南陈村附近，
有一1300平方厂房出租，
水电齐全，交通方便。电话：13832029861

旺铺出租 邢台民营医院寻求合作
桥东区明月广场东邻（家
售车

上汽通用别克威朗 2017 款
1、招聘一名具有经营民营医院经验丰富的
三厢，1.5L 自动档（自动领
院长
先 型）手 动 调 节 半 皮 质 座
2、寻求医院或科室托管合作
椅。电话 3129987 焦女士 3、寻求共同开展新项目合作

新华南路消防队附近临街门 4、寻求与二级、三甲医院医生进行长期广泛
出 市出租，
的手术合作
面积 18 平米，价格面议。
寻求医技科室及房屋使用租赁合作
租 联系电话:13091286898 5、
联系电话：15100925677 15131957707

教 育
广告咨询 专科本科
3129969

国办学历 专业齐全
时间短 学信网查证

地址：
邢台市桥西守敬 E 世界 646 室
电话：
3131559、
13833901906

广告咨询
通知

广告塔规格 6 米×18 米，具体位置位
于邢临高速南和服务区、威县大葛寨
下道口、鸡泽县下道口互通圈内，邢
昔线皇寺收费站附近广告塔位置好
价格优。联系电话：03193129956

10 月 11 日，
焦科维奇庆祝胜利。
当日，在 2018 年上海大师赛男子单
打第三轮比赛中，塞尔维亚选手焦科维
奇以 2 比 0 战胜意大利选手切基纳托，晋
级八强。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13180562551 敬告：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对方相关有效手续及证件，本刊只作为信息咨询，不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现有中兴路与襄都路交
叉口临街商业 200—1000 平，
邢台市内一民营医院寻求合作，医
地理位置优越，适合银行，精 乐园襄都店对面）1-3 层 院为北京一公立三甲医院医联体，目前
使用面积 3000 平方米，有独立院落，医
品店和高档餐饮有意者请联 660 平方商铺出租。
系 18910446581。
联系电话：
18903192207 保定点单位。
合作范围：

高速公路广告塔招商

新华社悉尼 10 月 11 日电 （王梓
乔） 正于澳超中央海岸水手队试训的
牙买加“飞人”博尔特将在 12 日晚的一
场热身赛中首发出场。这位田径传奇在
俱乐部官网上表示，这是一场很重要的
比赛，将决定他是否能成为一名职业球
员。
这位八枚奥运金牌得主届时将作为
水手队一员参加对阵麦克阿瑟西南联队
的友谊赛。
“ 教练认为我的身体状况适
合，并将我放在了首发阵容中。”博尔特
透露。
现年 32 岁的牙买加“飞人”在结束
田径生涯后，自 8 月开始在澳超中央海
岸水手队试训，12 日的比赛将是其第三
场热身赛，这也是球队备战新赛季最重
要的一场实战。
“我感觉自己在进步，
我的移动和触
球感觉越来越好。但球员真正的水平需
要在球场上检验，我必须通过实战来检
验自己的能力，以决定我是否应该继续
或是停止我的足球生涯。
”
博尔特说。

3129969

邢台兽医院邢兰君研究员敬告：本院地址电
话都没变，仍是五里铺路 88 号，3179461
15373195771。可从供电公司西边往南绕
道进来，也可从五里铺东口或西口进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