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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十四届全运会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王黎刚）9
月21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高尔夫比赛
在西安秦岭国际高尔夫球场挥杆。首轮比
赛过后，在男子团体角逐中，海南队暂列第
四；在女子团体的比拼中，海南队暂列第
三。在个人较量中，海南选手冯思敏暂列
女子组第一，海南奥运选手袁也淳并列男
子组第五。

海南高尔夫球队在最近两年的全国锦
标赛上发挥较为稳定，一直稳居“第一方
阵”。本届全运会高尔夫球比赛设男女团体
和单项共4枚金牌，海南队具备了冲击奖牌
的实力。

当天，全运会高尔夫球比赛正式挥杆，
经过首轮角逐，由袁也淳、罗学文、白政恺和
金大星组成的海南男队暂列第四，由冯思
敏、张芸杰、杜墨涵和张玥组成的海南女队
暂列第三。

个人赛方面，冯思敏暂列女子组第一，
张芸杰并列第八；袁也淳并列男子组第五，

罗学文并列第十，白政恺和金大星并列第
十二。

举重男子61公斤级比赛今天在渭南市
体育馆进行，海南选手何岳基出战，在抓举
比赛中，他第一把要了140公斤，是全场第二
高的。遗憾的是，何岳基前两次试举均没能
成功。第三把，何岳基加到141公斤，可惜还
是没能举起。三把抓举没有成绩，何岳基遗
憾结束本届全运会之旅。

在今年的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61公斤
级中，海南小将何岳基以总成绩305公斤获
得男子61公斤级冠军。当时他抓举的成绩
是142公斤，今天面对140公斤抓举却失
败，问题在哪里呢？何岳基的主教练王远义
赛后对海南日报记者说：“在正常状态下，何
岳基抓举140公斤是没有问题的，但年轻队
员受伤病困扰，心理上有压力，状态没有发
挥出来。”王远义透露，何岳基在比赛前一个
月训练受伤了，目前膝盖和肩关节都有伤，
这段时间一直在恢复训练很辛苦。

高尔夫女子组海南冯思敏暂列第一
男子举重61公斤级海南何岳基三次抓举失败

本报西安9月21日电（记者王黎刚）
第十四届全运会女子青年组（17岁以下）半
决赛21日中午在陕西大荔结束，海南青年
一队杨佳佳/高紫娜0：2惜败给江苏二队的
严旭/周明利，无缘决赛。两局的比分是
20：22和18：20。海南青年一队将和浙江
一队争夺本次比赛的季军。

这场半决赛进行得非常激烈，江苏青年
二队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发挥得更好一些。
在首局比赛中，海南青年一队比分一路占
优，打到盘中时以14：10领先对手。此后，
江苏青年二队开始发力，利用发球破坏海南
青年一队的一传，逐渐将比分追成17：17。
扳平比分后的江苏青年二队越战越勇，连得
3分，以20：17领先，并获得了3个赛点。海
南青年一队没有放弃，她们加强了进攻，也
连得3分，将比分扳成20平。但老练的江
苏青年二队利用有威胁的发球，破坏海南一
队的一传，连得两分，以22：20险胜海南青

年一队，赢得第一局。
第二局比赛，海南青年一队开局打得不

错，以5：2领先对手。但顽强的江苏青年二
队将比分扳平至9：9。此后，两队交替领
先。12平以后，江苏青年二队控制住了局
面，一直领先海南青年一队3分。最后，江
苏青年二队以21：18拿下了第二局。

赛后，海南沙滩排球队教练陈爱霞
说，杨佳佳/高紫娜组合在第一局的时候，
曾经13：8领先对手，后面被对手反超，队
员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高紫娜整
个人都懵了，影响了后面的比赛节奏。她
认为，海南队的队员还是缺少大赛经验，
打顺风球还行，遇到逆风球心理素质还不
过关。

对于明天的对手浙江队，陈爱霞表示，
海南队近几次和对手交手，都以失败告终，
但海南队并不惧怕对手。“最后一场比赛我
们没有什么压力，就是拼对手。”她说。

海南青年一队无缘女沙决赛
将与浙江一队争夺季军

新华社西安9月21日电（记者李典 姚友
明 耿辉凰）拼了！全力加速！奋力冲刺！9秒
95！“亚洲飞人”苏炳添终于圆梦，首获全运会
100米冠军。

21日晚在陕西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
的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万众
瞩目。苏炳添9秒95的夺冠成绩，打破了谢震
业在2017年创造的10秒04的赛会纪录。谢
震业与湖北选手吴智强分获二、三名，成绩分
别为10秒10和10秒18。

这是苏炳添参加的第四届全运会，前三
届，他曾收获两枚银牌，分别不敌张培萌和谢
震业。本届比赛，苏炳添前两轮都以小组第一

轻松晋级，在预赛和复赛中分别跑出10秒23
和10秒06。

决赛前，苏炳添表示力争在“百米飞人”大
战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争取拿到个人生
涯首枚全运会金牌。

本场比赛，苏炳添位于第5道出发，在他
身旁的分别是全运会卫冕冠军浙江选手谢震
业和同样参加东京奥运会接力项目的国家队
队友吴智强。

发令枪响前，现场近两万名观众异常安
静。比赛开始，起跑后谢震业稍稍领先，苏炳
添在30米后确立了领先优势；半程过后，苏炳
添明显领先于身旁的其他选手，他加速平稳，

全力冲刺，率先撞线。
赛后苏炳添绕场一周，向支持他的观众挥

手、鞠躬示意，并与谢震业和吴智强紧紧相拥
在一起。

“正因为2017年没拿冠军，所以才会有
2018年的苏炳添、才会有2021年的苏炳添。”
苏炳添赛后说，“这是自己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但不是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热情的观众，苏炳添说：“非常感谢他
们来到现场为我们加油，谢谢他们！祝愿大家
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今天我也在陕西全运
会上圆梦了，我希望用9秒95这个成绩献给大
家，作为中秋节的礼物。”

月圆梦圆！全运会“百米飞人”大战——

苏炳添
打破赛会纪录，首夺全运冠军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游泳比赛21日进入
第三天，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两金两银的张雨
霏成了泳池里“最忙碌的人”：无论是早间预
赛，还是傍晚决赛，无论是单项，还是接力，蔚
蓝的泳池边时常能见到被志愿者称为“微笑姐
姐”的张雨霏。张雨霏用她的自信阳光，在感
染着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内每个人的同
时，也向人们一次次证明了她挂在嘴边的话：
纪录，是用来打破的。

纪录，是用来打破的，体现了中国运动员对
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
深刻理解。本届全运会，张雨霏在八个比赛日
中将参加个人和集体共八个项目的比拼。东京
奥运会归来后的疲惫尚未完全消除，密集的赛
程对运动员的意志品质带来了新的考验。如何
在连续的大赛征战中调整心态、保持状态、发挥
水平，给包括中国游泳队在内的各全运会参赛
队伍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可喜的是，先有全
红婵接续“东京惊艳”，连续上演“水花消失术”，
打破人们对这位小将获得奥运会跳水冠军可能
包含运气成分的质疑，又有李雯雯在举重赛场
完成惊艳之“举”实现多项纪录“圆满霸屏”。中
国运动员用完美的发挥，在打破纪录的同时，也
超越了梦想、超越了自己。

纪录，是用来打破的，体现了中国体育人
的自信，这其中，是他们对超越前人、不畏来
者、勇于竞争的体育精神的完美阐释。继打
破奥运会纪录登上“东京之巅”后，张雨霏又
在全运会女子 100 米蝶泳比赛中站上最高领
奖台，弥补了自己上届赛事在这个项目上获

得亚军的遗憾。张雨霏说，一直以来，打破世
界纪录是她的终极目标。而已将女子 100 米
蝶泳全国纪录和亚洲纪录集于一身的张雨
霏，离瑞典名将舍斯特伦保持的世界纪录仅
有 0.14 秒之差。相信，凭借高水平的训练和
敢于与世界强手过招的“拼劲”，在保障团队
的共同努力下，张雨霏和中国游泳队将带给
大家更多惊喜。纵观中国各运动队，无论是
已经在世界赛场实现突破的赛艇、击剑、场地
自行车，还是尚未登上奥运之巅的花样游泳、
艺术体操、水球等，中国队在与世界顶尖高手
的较量中，在完成追赶和跟跑后，正一步步朝
着超越和领跑的目标迈进。有着东京奥运会
的出色表现，有着备战团队的辛勤付出，相信
日益自信的中国队将在北京冬奥会上实现更
多突破。

纪录，是用来打破的，体现了中国运动员顽
强拼搏、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以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乐观、自信的生活态度。赛场上的纪录清
晰可见，也可超越；赛场外的纪录，则要有更大的
努力、勇气和付出才能突破。如果没有打破“生
活纪录”的底气和勇气，中国残疾人运动健儿也
就不可能连续五届位居残奥会金牌榜首位，并在
生活中不断演奏出美好乐章。新时代里，包括中
国残疾人运动健儿在内的中国体育人，在打破赛
场纪录的同时，也在书写着人生的新篇章。

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中国强。全运
会是赛场，更是舞台，以张雨霏为代表的中国
运动员，体现了中国年轻一代昂扬向上、乐观
进取的精神风貌，他们在不断打破运动纪录的
同时，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的未来。

（新华社西安9月21日电 记者刘彤）

纪录，是用来打破的

9月21日，
游泳名将张雨
霏在女子 200
米 自 由 泳 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9月21日，在陕西延安进行的第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项目男子团体决赛中，广东队
以3比1战胜北京队获得冠军。

图为广东队选手樊振东在战胜北京队选手马龙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日前，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新闻出
版传媒集团承办的“实体书店点亮北京文化之
光”论坛在京举行。业内人士聚焦“探索实体书
店新形态，推动城市文化新发展”主题，呼吁书
店发展既要“输血”也要“造血”，尽快形成布局
合理、功能完善、主业突出、多元经营的发展新
格局。

据了解，自 2016 年中宣部等 11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以
来，各地纷纷从规划、资金、场地、项目等方面
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实体书店布局、产品和业态
结构不断优化，经营机制、组织形式和服务方式
不断创新。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凯介绍，去年疫
情期间，中央和地方各项扶持政策落地生效，各地
共为实体书店发展提供扶持资金达3.08亿元，帮
助实体书店顶住压力、走出困境。目前，全国实
体书店达7.8万家，其中1000平方米以上的实体
书店超1600家。“我国实体书店业机遇与挑战并
存、压力和动力同在，应不断激发活力、提升效
能、做强实绩。”刘晓凯说。

后疫情时代，实体书店依旧是市民文化消费
的重要场所，在城市文化引领、公共文化服务、全
民阅读推动中可以发挥哪些独特作用？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野霏表示，近年
来，北京市出台了一揽子针对实体书店的扶持政
策，实体书店发展如火如荼，产业规模逐步扩
大，日益呈现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新风貌，构
建起以读者为核心，立体式、多维度的文化消费
新模式，成为引领北京文化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和
推动者。

进商场、进社区、进园区、进楼宇；“店馆结
合”“店厂结合”“书店+课堂+出版”等各具特色
的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渐次呈现；一批主题书店
正在向市民文化休闲中心转变，一批专业书店正
在向知识分享中心转型，一批新型书店结合5G、
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正在向智慧书城和数字
化体验馆迈进……实体书店走上了转型发展的
融合之路。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立民认为，实
体书店已不再是单纯销售文化产品的场所，而是
逐渐成为科学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窗口，因此
需要运用新媒体手段，打开封装在书本里的知识，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传播。要通过书店的
枢纽功能，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
围，引导人们提升阅读兴趣，养成阅读习惯，提高
阅读能力。

“实体书店要加强编辑力和科技力。”韬奋基
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说，实体书店要提升自身的编
辑力，优化图书组合，让读者尽快找到需要的图
书；还应提升科技力，利用智能技术降低成本、扩
展渠道。

王野霏透露，北京市将继续加大对书店创新
融合发展的补贴力度，鼓励书店行业创新经营模
式，提升品质和服务水平，让市民随时随地与书相
遇，满足人们休闲与文化的双重需求，切实推动实
体书店业高质量发展。

“书店是一座城市的灯塔，是展现城市文明
程度的重要窗口。”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马国仓说，实体书店建设是一项关
乎城市文化形象、保障市民最基本文化权利的系
统性工程，对其持续进行扶持性投入是必然的，
但仅仅做到资金和基础建设性投入还不够。“书
店存在的价值在于阅读，书店依附阅读而存在，
只有做好政府顶层设计、社会大力倡导、群众积
极参与，形成全民阅读的热潮氛围，进而拉动阅
读消费，取得阅读实效，实体书店才能真正实现
可持续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史竞男）

遍布大街小巷的实体书店，成
为城市的文化地标、人们的心灵灯
塔。一段时期以来，受到互联网迅
猛发展挤压的实体书店又面临疫
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发展难题，如何
走出困境、重现生机？

实体书店，
如何点亮文化之光？

中秋假期，湖南省长沙市不少市民来到
书店，在书香中度过假期。

图为9月20日，市民在长沙市一家书店
内挑选书籍。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中秋假期
书店忙“充电”

广东胜北京夺全运男乒团体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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