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看点没法想象离开网球的生活，在上海赛场渐渐找回的手感给了他希望

■本报记者 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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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田径世锦赛收官，中国队获9块奖牌与北京田径世锦赛持平，“含金量”更高

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能再上层楼吗
■本报记者 姚勤毅

北京时间 7日凌晨 ，

2019年卡塔尔多哈田径世
锦赛落下帷幕，中国田径队
取得3金、3银和3铜的成绩。

多哈田径世锦赛的 9

块奖牌与北京田径世锦赛持平，“含金量”却高
于后者（北京田径世锦赛仅取得 1枚金牌）。奖
牌之外，中国田径军团也完成了史无前例的突
破。不过，展望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
的“二人转格局”并未改变：仍以竞走、投掷项
目为夺金点；新的“冲牌点”不多，寻求在一些
项目上质的飞跃，难度不小。

女子20公里竞走包揽金银铜
在多哈，由刘虹、梁瑞领军的中国竞走队

发挥优异， 获女子 20公里、50公里竞走两个
项目总共 6 枚奖牌中的 5 枚，其中刘虹、切阳
什姐和杨柳静包揽女子 20 公里竞走金银铜
牌，3面五星红旗在哈利法国际体育场内同时
升起， 这也是田径世锦赛女子竞走项目历史
上首次由来自同一国家的 3 名选手站上领奖
台。在女子 50 公里竞走项目中，梁瑞不负众
望获得冠军， 收获中国队在该项目的首枚世
锦赛金牌。

作为传统优势项目，中国选手在女子投掷
项目中的表现同样抢眼。“七届元老”巩立姣成
功卫冕，收获个人的第六枚世锦赛奖牌。女子
投掷项目中，吕会会、刘诗颖和王峥再为中国
代表队增添 1银 2铜。

最受关注的短跑赛场，男子 4?100米接力
预赛中，由苏炳添、许周政、吴智强和谢震业组
成的中国接力队以 37 秒 79 的成绩刷新全国
纪录，晋级决赛；女子 4×100米接力赛中，中国
队时隔 22年再度闯入决赛。谢震业以 20秒 03

闯入男子 200米决赛，成为历史上首位闯入世
锦赛男子 200米决赛的中国选手；谢文骏以 13

秒 29的成绩获男子 110米栏第五名。

与田径强国差距还很大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田径取得 2金

2银 2铜，其中刘虹、王镇分获女子 20公里竞
走、男子 20公里竞走金牌。中国田径的 2枚金
牌仅占田径项目总金牌数的 4.2%。 在中国体

育代表团中，田径的金牌贡献率仅为 7.7%。

2020年东京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
动管理中心明确目标： 确保不出兴奋剂问题，

力争全面参赛，并在参赛人数、参赛项目、奖牌
数和金牌数上全面超越里约奥运会。而从本届
世锦赛表现来看，中国田径要在东京奥运会实
现这一目标，有希望，但并不容易。

中国田径要实现目标， 还得依靠传统优
势项目。除了竞走项目具备集团军优势，投掷
优势项目的绝对实力尚有欠缺， 冲金仍需完
善细节。本届大赛，巩立姣以 19 米 55 的成绩
夺冠，这更多缘于参赛选手整体水平不高。此
前， 世锦赛历史上女子铅球的最低夺冠成绩
是 1999年的 19米 85， 里约奥运会的冠军成
绩为 20 米 63。此番她的夺冠成绩，距离她在
2016年创造的 20米 43的个人最好成绩相差
甚远。

田管中心副主任田晓君认为，中国田径整
体性落后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与田径强国相

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曾作为奥运会冲牌点
的男子跳高项目开始淡出
人们视线。本届大赛男子跳
高项目中，国内“跳高一哥”

王宇表现不佳，仅以 2米 24

的成绩排名第十。目前世界
男子跳高的整体实力并不在高点，在多哈田径
世锦赛之前，室外赛季男子跳高最好成绩只有
2米 33， 可惜王宇并没有把握住机会。2015世
锦赛，张国伟跳高曾以 2米 33摘得银牌。此后
他始终没在大赛找回感觉，28岁的他想重回巅
峰很难。

中国男子 4×100 米接力队伍是一支荣耀
之师，也是近两个奥运周期中国田径距离奖牌
最近的男子短跑项目———2016 年里约奥运会
预赛以 37秒 82的成绩第三次打破亚洲纪录，

决赛以 37秒 90的成绩收获第四名。 不过，想
在东京奥运会再进一步，难度极大。本届世锦
赛，中国队再次输给劲敌日本队。中国队除了
首发四人，其余替补与主力在单项能力上相差
太大。日本队这几年进步很大，但与美国队、英
国队比起来，整体实力也有明显差距。而中国
短跑队要想在接力项目中争牌，既要做到预防
伤病全主力出战，还得依靠超强的临场发挥和
运气。

艺术节学生观剧团活动启动

“青评果指数”11月底揭晓
本报讯（记者 张熠）第 21

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学生
观剧团启动仪式暨观剧培训
昨天在上海世博会博物馆 WE

剧场拉开帷幕。

自今年 6月起，本届艺术
节学生观剧团面向上海各大

高校、高中开展线上招募，并进入上海纽约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等校园进行现场宣讲及招募。 经过遴
选，共计 265人入选本届艺术节学生观剧团，包括
来自 29 所高校的 212 名大学生以及 12 所高中的
53名高中生。接下来的 1个月，观剧团成员将分为
音乐、舞蹈、戏剧戏曲三组，奔赴十多处专业剧场，

观摩艺术节所有 50台主板演出。

学生观剧团不仅利用艺术节丰沛的演出资源
提升学生艺术素养，同时也通过学生的评判，反向
助推艺术创作。 每位观剧团成员要在观摩演出后
提交一份评分评论， 这些数据将通过计算产生每
部剧目的“青评果指数”，这一指数代表着上海学
生对本届艺术节舞台演出的品味和喜好。 今年的
指数推荐剧目将于 11 月底的学生观剧团总结活
动中揭晓。

“大师浦江夜”在东方明珠 259米悬空观光廊举行

阿古特与王励勤乒乓“对决”
本报讯 （记者 龚洁芸）随着上海劳力士

大师赛打响，“大师浦江夜”活动如约而至。昨
天，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前赛会亚军、西班牙网
球名将阿古特及上海籍乒乓球前世界冠军王
励勤于东方明珠 259米全透明悬空观光廊以
球会友，上演一场趣味十足的国球互动。

乒乓球被誉为中国的“国球”，见证了新
中国成立 70年来的辉煌历程。 乒乓运动早
已融入中国文化， 不断被赋予崭新内涵。上
海乒乓球人才辈出， 培养了大批世界名将。

王励勤作为中国乒乓运动的代表球员之一，

当晚受邀教授阿古特学习乒乓球基本动作
要领及礼仪，并与其进行了一局五分制的友
谊赛。最终，王励勤以总比分 5 比 4 战胜了
阿古特，后者的乒乓球天赋赢得了王励勤的
连声称道。

切磋球技后， 双方还进行了趣味乒乓游
戏。两人依次用乒乓球拍将球击入球桌另一侧
的容器， 感受国球的乐趣。 双方与“Shanghai.

Let’s Meet!”合影，互赠礼物后，阿古特表示，

登上东方明珠将浦江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让
他深深感受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活力与热情。最
后，阿古特发出邀请，希望球迷赴旗忠网球中
心，感受精彩赛事。

作为赛事传统官方活动，“大师浦江夜”每
年都邀请世界网坛顶尖球员亮相上海地标性
建筑，体验中国文化，领略上海城市魅力。东方
明珠电视塔是上海城市天际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 与周围建筑群构成摩登现代的外滩美景。

国庆期间，东方明珠球体玻璃幕墙及城市广场
皆显示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内容及“Shanghai.

Let’s Meet!”字样，国庆氛围和申城特色凸显。

《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票房口碑双丰收，电影院成最热打卡地

国庆档观影总人次首次突破1亿大关
“三部国庆献礼影片打卡完毕，这个假期

圆满了！”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无论天南地北，

电影院成为“朋友圈”出现频率最高的打卡地
点。《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三部
献礼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主旋律影片， 不仅
票房连破纪录，而且在购票网站分别获得 9.5、

9.3、9.1的评分， 实现票房与口碑的正相关。业
内专家认为，这或许意味着中国电影市场新片
种“节庆电影”的完善。

主旋律电影获更大范围传播
刚刚过去的国庆档， 至 10月 6日，《我和

我的祖国》上映 7 天，票房突破 20 亿元。片方
晒出海报：打破国庆档票房历史纪录、创造献
礼片票房历史新高。 作为今年国庆档 “领头
羊”，《我和我的祖国》 吸引众多观众举家前往
影院观看———“集体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熏陶
下一代”。在电影娱乐功能日益被认可的今天，

今年国庆档让观众重新发现了电影作为主流
文艺形式对主流价值观的有效彰显。从观影人
次来看，截至 10 月 6 日 16 时，今年国庆档观
影总人次突破 1亿大关，这一成绩是国庆档历
史首次；从票房来看，自“三强”影片上映的 9

月 30日起，全国票房连续 7天日均破 5亿元，

10月 1日当天更是接近 8亿元，国庆档前 6天
即突破 39 亿元， 超越去年 10 月全月票房总
额，10月 7日截至记者发稿（18时）再拿 3.1亿
元， 而此前创造国庆档最好成绩的 2017年国

庆档总票房为 26.55亿元。国庆档的强势，带动
中国电影市场 2019 年度票房突破 500 亿元，

比 2018年达成此纪录提前一天， 创造年票房
最快破 500亿元速度。

春节档之外，国庆档的影响力向来不容忽
视，原因之一是与春节相等的 7天长假让观众
获得了大量观影时间， 造就了旺盛的市场需
求。过去几年，国庆档参与竞争的影片以喜剧
片、警匪片、动作片等类型题材为主，喜剧片是

绝对主角。同时，喜剧片也是春节档、元旦档等
大量其他档期的主打片种。今年国庆档体现出
更为鲜明的档期特点，那就是在极具国家纪念
意义的节日期间，电影凸显了更强的思想内涵
和主流价值意识，体现了类型化、艺术性与主
流价值三者更为融洽的结合。今年国庆档电影
市场并未因主题集中而失色，反而在举国欢庆
的氛围下， 让观众将爱国热情化为观影热情，

国庆阅兵、群众游行等庆典活动进一步点燃这

种热情，使以《我和我的祖国》为首的主旋律电
影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

展现中国文化和中国叙事
不可否认， 今年国庆档三部主旋律电影

的热映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喜庆气氛密
不可分，全国电影人为此提早谋划，精心组织
创作，“三强”影片的出现并非偶然。真实的中
国故事原型+强大的编导演阵容，成为三部献
礼片成功的关键。 而档期题材的变化其实早
已有迹可循。 纵观近年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
黑马、爆款，无论是《战狼 2》《红海行动》，还是
《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
世》，无论来自传说还是指向未来，无论源于
现实还是基于想象， 这些影片在拓展国产商
业电影不同类型的同时均展现了浓重的中国
文化和中国叙事。 它们的成功一方面呈现了
国产电影生产能力的进步、 工业化水平的升
级，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观众对于本国文
化认同感的不断提升。

10年前的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

172名明星加盟的《建国大业》开启主旋律影片
创新的一次大规模尝试。10年后，黄建新作为总
监制推出的《我和我的祖国》可谓主旋律影片的
又一次升级。 今年国庆档以三部主旋律电影达
成历史最佳成绩， 有望对未来国庆档的题材选
择乃至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定位产生积极影响。

突破过去创作窠臼， 恰到好处的主旋律电影在
合适档期上映，能够造就高质量的“节庆电影”，

取得商业回报和主流价值宣传的双重成果。

昨天，年轻观众拍下电影海报刷朋友圈。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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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幕落下， 灯光亮起，百
余名来自全球各个国家和地
区的冰上顶尖高手在东方体
育中心海上王冠向上海致谢。

10 月 5 日，2019 上海超级杯
短道速滑及花样滑冰、队列滑
大奖赛圆满落幕。

本次比赛中，中国冰上军
团发挥出色， 取得 2金 2银 4

铜的好成绩。双人滑组合彭程/

金杨为中国队摘得本届赛事
首金； 在收官战 2000 米混合
接力中，中国队击败实力强劲
的匈牙利队再获一金。

一天比两个不同项目
东方体育中心自成立以

来，成为北冰南展的重要展示
平台，多项世界和全国顶级冰
雪赛事活动相继在这里举行。

9月中旬结束男篮世界杯的承
办后，“海上王冠”摇身一变成
为白色冰场。

“摇身一变”看似简单，背
后却凝聚着办赛方和场地方
的心血。 从 9月 27日晚前一
个活动撤场结束， 到 10 月 1

日参赛选手上冰训练之间，留
给东方体育中心搭建赛场的
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天零十个
小时。 这对以往需要 10 天左
右时间准备制冰、搭建、安排
转播机位的国际性大型赛事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
战。“如果将之前的搭建物拆除了再重新搭建，这是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会长严
家栋介绍，为了能在三天内为“冰上盛会”做好准
备，市体育局、冰雪运动协会、久事体育东体分公司
和各相关单位将工作做在“前面”：和之前的华为布
展单位积极沟通，早早拿到灯光搭建图，之后的赛
事，就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国际滑联、中国滑冰协会
和中国花样滑冰协会的要求进行调整。

对于冰上赛事而言，制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留
给赛事组委会的时间很短，怎么办？很少有人知道，

当 26日华为发布会进行的同时，久事体育东体分公
司已经启动场地地下的冷凝管预冷模式， 在第二天
下午达到零下 12℃，这是可以浇冰的温度要求。

制冰争分夺秒，冰面怎么浇？这又是事关冰上
比赛成败的关键。虽然都是冰上运动，但是项目不
同，冰面厚度也不同。“冬奥会上，短道速滑和花样
滑冰也是用同一个场馆， 但是一天短道一天花滑，

冰面可以在晚上浇制；还有的比赛短道速滑比完了
才比花样滑冰，所以也没有问题。”组委会工作人员
介绍说，但是同一天里要比两个不同的项目，这在
国际滑联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按照赛程安排，短道速滑、队列滑和花样滑冰比
赛轮番进行，冰面该如何设置，温度又将如何控制？

经过和赛事总监讨论， 又征询了各个短道速滑和队
列滑队意见，组委会确定：超级杯的冰面设定为 3.5

厘米到 4厘米之间，温度控制在零下 7摄氏度。这样
的冰面标准，也成了国际滑联认可的“上海标准”。

“东方体育中心已经打造出一支具有专业水准
和应变能力的冰上赛事场地保障团队，这次超级杯
的筹备和场地保障工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未来，我
们希望能引进更多高质量的冰上赛事和活动回馈
上海和全国的观众，进一步推动冰上运动在上海的
发展。”上海久事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姚冷说。

“上海超级杯”实现多个第一
“这里是全球唯一一场将短道速滑、 花样滑冰

及队列滑融为一体的冰上赛事，全球顶级选手济济
一堂，共同打造每年一度的盛宴，国际滑联高度认
可上海超级杯的平台效应和组织工作。”2019年上
海超级杯落幕之际，国际滑联代表、国际滑联理事
玛丽·兰德马克这样评价 10 月 3 日至 5 日在上海
举行的这项赛事。

精彩纷呈的国际赛事背后，是日渐增长的本土
冰迷数量。2015年短道速滑世锦赛， 场均入场超过
4000 人次，赛事两年出票增长率超 40%。同年，花
样滑冰世锦赛首次来沪，平均上座率超八成，周末
热门场次一票难求，最终票房超过千万元。“上海超
级杯”举办 3年来，3天的赛事人气不断上涨。今年
赛事 3天总计超过 2.5万人次入场观赛。

“上海超级杯”实现多个第一：第一次以一座城
市来命名的冰上赛事； 第一次将冬季奥运会项目与
非奥项目安排在同一时段、同一场地进行；第一次为
短道速滑选手设立赛事奖金，为冰上赛事建立了“上
海标准”。 东方体育中心更是中国冬季运动的 “福
地”： 国家短道速滑队不止一次在这里备战冬奥会，

并且在随后举行的冬奥会上摘金夺银。 而全球观众
也每年在固定时间段来到这里，观赏世界顶级赛事。

■本报记者 龚洁芸

久别三年的他出现在本届大师赛中央球场第一个夜场比赛

伤愈复出，持“外卡”穆雷首场获胜
今年，上海劳力士大师

赛首次分设日场和夜场比
赛。10月 7日， 中央球场第
一个夜场的比赛， 给了久别
三年的穆雷。在这场比赛中，

穆雷以 2 6、6 2、6 3战胜从资格赛突围的阿根
廷选手伦德罗。 只是和以往任何一次来上海不
同，穆雷这一次的身份有些特别：外卡选手。

自 2008 年德约科维奇与穆雷崛起开始，

“四巨头” 统治世界男子网坛近十年之久。其
间，历年 ATP年终第一与 3块奥运金牌皆被四
人包揽。然而随着穆雷的伤情不断反复，“四巨
头”的说法渐渐被“费纳德”取代。眼下，穆雷的
世界单打排名已跌至世界第 289位。

将首张外卡给穆雷，上海大师赛“用心良
苦”。在上海，穆雷也是一个“注脚”：他曾四次闯
入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决赛，在这项数据上，他与
德约科维奇并列排在首位。 他还是唯一一位在
此连续三年闯入决赛的球员。2010年， 年仅 23

岁的穆雷在决赛中战胜费德勒， 成为赛会历史
上最年轻的冠军，这一纪录至今无人打破。

所以，当穆雷选择前来亚洲赛季后，上海
大师赛毫不犹豫把机会留给了他。这对于刚刚
从伤病中恢复的他而言，弥足珍贵。

来到中国后，持外卡参赛的穆雷虽然接连
在珠海和中网止步十六强和八强，但穆雷仍旧
很满意自己的表现。但他也知道，体能是自己
的拦路虎。复出后，穆雷一共打了 10 场比赛，

其中 6场比赛用时超过 120分钟。上一场与诺
里近 3 个小时的鏖战也极大消耗了穆雷的能
量，以至于他在赛后和发布会间隙还睡了一会
儿，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退役的念头让我
辗转反侧。” 穆雷坦言，“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
决定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因为我从小就打网
球， 我没法想象离开网球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的。”但渐渐找回的手感，给了穆雷以希望：“现
在的我肯定远未达到上限， 还有进步空间。这
周已经比上周好了，希望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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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龚洁芸
实习生 王馨雨 ） “财大加
油！”“华理加油！”看台上助
威团的呐喊声响彻中央球
场，这样的场景，让人仿佛
置身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决
赛现场。这其实是一场学生
之间的高水平较量———

2019 年“解放日报杯”上海
市大学生网球锦标赛男子
双打（丙组）决赛在旗忠网
球中心中央球场率先上演，

来自上海财经大学和华东
理工大学的两支队伍正为
了冠军而战。

10月 5日恰逢 2019年
上海网球大师赛开赛， 能在
大师赛举办地的中央球场比
赛，选手们都兴奋不已。学生
赛事在国际级赛场举办，而
且比赛包括裁判、球童、灯光
等完全按照大师赛的标准执
行， 为学生运动员们创造了
高规格的比赛环境。

这场比赛的过程可谓跌
宕起伏， 一开始双方便互破
对方发球局， 之后双方都力
保自己的发球局不失， 局分
一直战到4 4。上海财经大学
队在第9局完成保发后力求
在对手发球局中破发直接拿
下比赛。 面对他们的来势汹
汹， 华东理工大学队没能顶
住压力， 一次发球失误将冠
军拱手相让。 来自上海财经

大学的高焌桐、杜士博捧得男子双打（丙组）

金杯。 杜士博说：“今天能站在自己偶像曾经
战斗过的球场上比赛实在太激动了， 我甚至
觉得踏上这个场地，自己的水平都提升了。”

本次比赛是继 2017、2018国际田联钻石
联赛之后，又一次“国际大赛进校园”的重要
尝试， 旨在努力打造我国学校网球体育竞赛
的最高标杆。比赛特别选在 2019上海劳力士
大师赛期间举行，为学生运动员、学生观众提
供了近距离体验国际高级别体育赛事的平台
和机会。 市大学生体育协会副秘书长任科来
说：“我们希望把中央球场打造成校园网球赛
事的圣地， 让更多从校园中走出来的网球爱
好者能登上这样的赛场，实现自己的梦想。”

■本报记者 龚洁芸

昨天，英国选手穆雷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前天，中国选手张之臻首轮出局。海沙尔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