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上海 7 月 10
日电（记 者 许 东 远 王
梦）英雄联盟手游 2022
全球冠军杯决赛日前在
新加坡落下帷幕，两支来
自中国 WRL 赛区的战队
NV 和 JT 在决赛中上演
精彩对决。最终NV战队
凭借强大实力 4:0 战胜
JT，夺得英雄联盟手游全
球冠军杯冠军。

NV 在比赛中战术与
打法十分老练。第一局

JT进入状态很快，到中期
一直处于优势，随后 NV
在 边 路 抓 到 JT 的“ 鳄
鱼”，并通过一波团战反
败为胜，赢下一局。第二
局，JT 抓到机会取得优
势，但 NV 通过不断压制
夺得本局胜利。之后NV
势如破竹，顺利拿下后两
局，捧起冠军奖杯。

NV 战队选手安旭龙
（ID：Long）凭借总决赛的
出色表现斩获最有价值

运动员称号。“非常感谢
我的队友和团队的付出，
拿下 FMVP 非常开心。”
安旭龙在赛后表示。

2022 全球冠军杯是
《英雄联盟手游》首届官
方正式全球性赛事。腾
竞体育新游戏电竞总负
责人冯骁表示，接下来会
做更多跨赛区的交流，设
置更多跨赛区比赛，未来
海外电竞战队也会引入
中国选手作为外援。

英雄联盟手游全球冠军杯：

NV战胜JT
中国战队包揽冠亚军

马来西亚大师赛：陈清晨/贾一凡获得女双冠军

7 月 10 日，陈清晨/贾一凡（左）在颁奖仪式上合影。
当日，在吉隆坡举行的 2022 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女双决赛中，中国组合

陈清晨/贾一凡以 2 比 0 战胜日本组合松山奈未/志田千阳，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张纹综摄）

马来西亚大师赛：郑思维/黄雅琼获混双冠军

7 月 10 日，郑思维（右）/黄雅琼在颁奖仪式上合影。
当日，在吉隆坡举行的 2022 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

郑思维/黄雅琼以 2 比 0 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里瓦尔迪/门塔里，夺得冠军。
新华社发（张纹综摄）

冠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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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合同
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现声明作废。
★ 三亚德盛佳百货商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0204L39649512C，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影视频道

时隔四年，《红海行动》第二部
终于要来了。近日，国家电影局发
布了关于2022年 4月全国电影剧本
（梗概）备案、立项公示的通知。其
中，电影《红海行动 2：虎鲸行动》正
式立项，编剧为林超贤。

今年5月，林超贤在接受采访的
时候，透露了这部《虎鲸行动》的进
展，表示剧本已经接近收尾，年底预
计可以开机。他本人也表示，新片
的题材会比第一部更特别，海军、空
军场面都会涉及。阵容上，也会比
第一部多一些新的演员。

作为近年来国产战争题材的代
表作，张译、黄景瑜和海清等人主演
的《红海行动》于 2018 年春节档上
映，以 36.51 亿元总票房成为当年中

国票房榜冠军，至今位居中国电影
票房总榜第九。

电影《红海行动》以也门撤侨真
实事件作为素材改编而成，讲述索
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船
员全数沦为阶下囚。蛟龙突击队沉
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
救全部人质的故事。“一个中国人都
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
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
贯穿该片始终。电影击中人心的不
只 是 影 片 的“ 燃 ”，更 有 现 实 的

“真”。展现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
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展现
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
决心。

（宗和）

电影《红海行动2：虎鲸行动》
正式立项
林超贤担任编剧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7 月 10
日，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海南省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三亚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2 中国儿童
滑步车超级联赛海南站暨海南省儿
童滑步车超级联赛三亚站在三亚市
大东海广场举行。

近年来，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积极努力推广适
合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健身活动项目
和形式，培养青少年体育兴趣、爱好
和体育锻炼习惯，中国自行车运动
协会将儿童滑步车列入《中国自行
车运动协会章程》运动项目，使得滑
步车运动成为学龄前儿童最热门的
运动项目之一。此次竞赛项目为个
人平地竞速赛，参赛选手为 2～6岁
学龄前儿童，比赛根据年龄设置不
同组别，并设置了资格赛、复活赛、
半决赛及决赛，各组别前 5 名将获
得晋级海南省儿童滑步车超级联赛
总决赛的名额。同时，为优化赛事
流程，提升参赛体验，赛前主办方组
织所有小选手进行场地适应及热身
活动，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指
导和保护。

“我从小就玩滑步车，第一次参

加比赛。”6岁的王家晨说。“我学了
一年多了，今天能和很多小朋友玩，
觉得很开心。”当天，获得了 4 岁 A
组冠军的田佳谕说。

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参
与儿童滑步车运动能有效提升儿童
的运动能力和平衡感，帮助大脑发
育、增强肢体反应、培养肌肉发育、
增强灵活性、提升体能，同时滑步车
还可用来代步，非常适合 2～6岁儿
童学习参与。本次海南儿童滑步车
超级联赛三亚站的举办，不仅可以
培养孩子们参与运动的好习惯，还
能增强孩子们的体育竞技精神和团
队协作精神，号召带动更多儿童积
极参与，响应体教融合方针，助推青
少年体育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中国儿童滑步车超级
联赛是由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办
的国家级比赛，是儿童滑步车项目
年度最高级别联赛，通过联赛各赛
区分站赛积分制度，选拔国内最顶
尖的儿童滑步车选手，参加每年一
度的中国儿童滑步车锦标赛。除三
亚站外，2022 海南省儿童滑步车超
级联赛还将于 7 月 31 日和 8 月 7 日
在文昌和海口举办。

436名中小学生“水中较量”
7 月 10 日，2022 年三亚市第二届中小学生游泳比赛在海南省三亚技师

学院游泳馆举行。
当天，来自三亚市各区及市直属学校的 19 支代表队、436 名中小学生

齐聚赛场，展开为期 2 天的“水中较量”。比赛分为小学甲组、小学乙组、
初中组、高中组四个组别共 52 个项目进行角逐。

本次比赛将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小学生“学游泳、防溺水、懂自救”系统
工程，加强少年儿童保护工作，进一步扩大游泳教育在我市的普及推广，
推动游泳教育常态化，形成体系健全、制度完善、教体结合、充满活力的游
泳教育发展态势，为实现到 2025 年我市中小学生普遍掌握“安全知识+游
泳技能+自救技能”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比赛由三亚市教育局主办，三亚市游泳协会承办。
本报记者 陈聪聪 摄影报道

2022中国儿童滑步车超级联赛三亚站开赛

7 月 10 日上午，参加 2022 中国儿童滑步车超级联赛三亚站的小选手
们奋力骑行，争创佳绩。 本报记者 李学仕 摄

新华社美国伯明翰 7 月 9 日
电 在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举办
的第 11 届世界运动会 9 日迎来第
二个比赛日，中国蹼泳队再创佳绩，
获得3金2银1铜。

当日，中国蹼泳选手在男子 50

米潜泳中包揽前两名，张思骞以 14
秒02的成绩获得冠军，童振博以14
秒 20 摘银，两人还与单永安、王志
浩共同获得男子 4X100 米接力铜
牌。女子方面，舒程静、胡瑶瑶、陈
思佳、许艺川以1分08秒 95夺得女

子 4X50 米接力冠军，这个成绩创
造了新的世界纪录；舒程静和许艺
川还包揽了女子 100 米蹼泳前两
名。

至此，中国蹼泳队在本届世运
会的比赛全部结束。

世运会两个比赛日过后，中国
代表团斩获 5金 4银 1铜共 10块奖
牌，全部来自蹼泳项目。目前，哥伦
比亚（7 金）、乌克兰（6 金）和日本
（6 金）分列金牌榜前三，中国代表
团位居第五。

世运会中国蹼泳队再摘三金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王
沁鸥 卢星吉）在最近两站攀岩世界杯
分站赛中，中国选手连续包揽男、女速
度项目冠军，彰显了在速度攀岩领域
的实力。当地时间 9日结束的法国霞
慕尼站中，龙金宝、邓丽娟在男、女项
目里分别摘金。而一周前的瑞士维拉
尔站中，男子速度赛场上同时升起了
三面五星红旗，女子冠亚军决赛则成
了中国队内部比拼。邓丽娟还在这两
站中实现两连冠并刷新亚洲纪录。

这两站世界杯是中国速度攀岩选
手自 2019 年 10 月后首次重返这项国
际攀联高级别赛事。阔别近两年，亮
相即惊艳。赛后，国家攀岩队分析了
取得此次成绩的原因与今后提升的方
向。

多名中国队选手对媒体表示，疫
情期间国家队的训练保障，是队伍保
持竞技状态的重要原因。“我要感谢祖
国，在疫情期间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支
持。（近）两年后，我们终于又回到了这
个舞台上。”邓丽娟说。

“2016年，国际奥委会宣布攀岩入
奥，但其实在此之前，中国的速度攀岩
在国际上已经取得过不错的成绩。项
目入奥后，国家给予了更好的保障，尤
其是疫情期间的训练丝毫没有耽误，
队伍坚决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的
各项决策部署，才使得这样的成绩得
以延续。”国家攀岩队领队王云龙说，

“此外，速度攀岩使用的是标准赛道，
我们也充分借鉴了其他项目的成功经
验，这些也都加速了成绩的提升。”

2007 年，国际攀联正式推出国际
标准速度攀岩赛道。当年的世锦赛
中，中国选手钟齐鑫便在男子速度项
目中夺冠，并创造了当时 8 秒 76 的世
界纪录。此后，中国速度攀岩的水平
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东京奥运会参
赛选手宋懿龄曾获 2019 年攀岩世界
杯女子速度项目赛季总冠军。她和钟
齐鑫在疫情前也是世界杯领奖台的常
客。

而近年来的国内比赛和训练中，
中国运动员也屡次创造超当时世界纪
录的成绩。例如，2021 中国攀岩联赛
首站有 6 人次超世界纪录，陕西全运
会中牛笛的夺冠成绩超当时的女子世
界纪录，2022 年举行的亚运会国家攀
岩集训队速度组选拔赛中亦有 6人次
超当时的世界纪录等。

直到一周前的维拉尔站，中国攀
岩终于重新站上了世界杯速度项目的
最高领奖台，一举拿下男、女 6枚奖牌
中的5枚，也实现了项目历史性突破。

“队伍在东京奥运会后经过短暂调整，去年冬天就开始
集训。虽然近两年没有参加大赛，但我们并没停下脚步，平
时的训练就是对标世界纪录来谋划的，目标明确，训练扎
实。”国家攀岩队速度组主管教练钟齐鑫说。他同时介绍，
最近这半年多的训练，队伍利用全国训练营和大集训反复进
行队内和全国选拔，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并培养了一批有实力

的队员。

最近两站世界杯中，中国队都显示了人才储备的厚度。维

拉尔站，中国队有4名男选手和3名女选手进入16强，霞慕尼

站进决赛的女选手又增加了一人。国际攀联的官方解说将中

国、印尼、波兰称为“目前速度攀岩墙上的统治力量”。

“速度比赛在决赛阶段是淘汰赛，队伍想要取得好成绩更

需要团队作战。”王云龙说。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顶尖运动

员实力虽是世界顶尖水平的，但对标世界纪录，队员们在绝对

实力上还有提升的空间。决赛阶段在稳定发挥、临场应对等

方面还存在差距，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总结。”

东京奥运会上，速度攀岩并未单独设置金牌。而在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男、女速度攀岩将分别产生一块金牌。因此

这个奥运周期，各代表队的练兵和备赛竞争都愈发激烈。

据介绍，目前的速度攀岩国际格局中，印尼的整体实力
仍然很强，无论男子还是女子都集团优势明显。男子项目
中，印尼、中国整体略有一些领先优势，但美国、意大利、西
班牙等都在追赶。女子项目中，波兰仍具有绝对实力，印
尼、法国也都不容小视。

本赛季世界杯速度项目之后在英国爱丁堡和印尼雅加
达还有两站分站赛，中国队均将积极备赛以争取更多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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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0日电 世界田
联日前在官网上公布 了即 将参 加
2022 年田径世锦赛的各代表队运动
员名单。中国队阵容中共有 53 名运
动员，其中苏炳添、巩立姣、刘虹、刘
诗颖等名将悉数在列。

世界田联公布的参赛名单显示，
中国队 53人阵容中包括 30名女运动

员和 23 名男运动员。其中亚洲纪录
保持者苏炳添是唯一参加男子100米
项目的中国队运动员，谢震业将出战
男子200米。此外两人还将携手吴智
强、汤星强、陈冠锋、邓智舰参加男子
4X100米接力项目的比赛。

其他男子选手还包括东京奥运会
上摘得三级跳远银牌的朱亚明、110

米栏项目的谢文骏以及跳远项目的黄
常洲、王嘉男等。

女子选手方面，铅球奥运冠军巩
立姣将向世锦赛三连冠发起冲击，与
她一同出战铅球项目的还有本赛季成
绩提升明显的新锐宋佳媛以及张林
茹。标枪项目中，中国队将派出奥运
冠军刘诗颖和名将吕会会。卫冕冠军

刘虹、名将切阳什姐将携手马振霞、吴
全明参加20公里竞走。此外，切阳什
姐也获得了35公里竞走的参赛资格。

王峥、杨家玉、王春雨等名将因不
同原因将缺席本届世锦赛。

2022 年田径世锦赛将于当地时
间 7 月 15 日至 24 日在美国俄勒冈州
的尤金市举行。

苏炳添、巩立姣
领衔中国队田径世锦赛参赛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