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郑少山 美编：梁文珊 校对：段丁

体育

2019.4.29��星期一

INFORMATION TIMES

B16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冯爱军 ）

2019 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将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15 日在中国举行， 广

州市作为八大赛区之一， 筹备工作正

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4 月 28 日， 国

际篮联篮球世界杯赛事协调主任阿什

利·格林以及来自俄罗斯、 西班牙和

波兰三国的篮协代表来到广州赛区进

行实地考察， 他们在参观了广州赛区

赛事场馆广州体育馆和赛区官方酒店

天河希尔顿酒店之后， 对广州赛区的

筹办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时， 在

与男篮世界杯广州赛区组委会负责人

的交流中， 他们也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

男篮世界杯广州赛区组委会副主

席兼秘书长、 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吴

民春首先向考察团介绍到， 广州是一

座崇尚体育的城市， 篮球在广州拥有

广泛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广州市先后

举办过多项知名篮球赛事， 如斯坦科

维奇杯洲际篮球赛、NBA 中国赛、

CBA 全明星赛等等。 这些大型赛事使

广州在计划和组织大型体育赛事的各

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城市体育设

施更加的完善， 市民对体育的热爱已

深深的烙印在广州的城市精神中。

篮球世界杯广州赛区的比赛场馆

广州体育馆拥有丰富的大型体育赛事

场馆运行和保障经验。 目前广州体育

馆正按照国际篮联的要求， 加速推进

升级改造工作， 这次升级改造将耗资

3500 万元。 5 月底，场馆将完成所有的

升级改造工作， 以焕然一新的姿态迎

接比赛的到来。 接下来广州赛区还将

通过组织中国男、 女篮的热身赛和迷

你世界杯广州赛区决赛， 全面检验场

馆的运行情况， 力求在篮球世界杯期

间为各球队提供优质的参赛体验。

据悉， 此次赛事的球队酒店安排

在了地处城市中心、 交通便利的天河

希尔顿酒店。 广州赛区希望参赛队伍

及来自各国的宾客可以在享受世界顶

级篮球赛事的同时， 也能细细品味多

姿多彩的广州。

在考察结束后，阿什利·格林称赞

了广州团队的工作高效：“很高兴今天

和大家一起来到这里， 很高兴看到广

州赛区的一些进展， 包括场馆施工的

进展情况。 我们知道广东省政府和广

州市政府都非常重视这次比赛， 我们

也看到了赛区各方面的筹备工作都在

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我们也很期待 3

周之后能够看到崭新的广州体育馆。

接下来我们会有很多的推广活动，我

们希望所有广州的市民都知道男篮世

界杯要在这个城市举办。 男篮世界杯

上会有很多的国际球星登台亮相，我

们很荣幸能够将高水准的精彩赛事带

给广州和中国的所有球迷。 ”

迎接世界杯，广州体育馆5月换“新颜”

国际篮联考察团大赞广州赛区筹备工作

5月1日 19：35

CBA总决赛决赛 新疆 VS�广东

常规赛与宏远交锋， 新疆在主

场取得 1 胜 1 负的成绩。 假如利用

好主场优势， 新疆仍然有机会与宏

远决一死战。

5月1日 03：00

欧冠半决赛 热刺 VS�阿贾克斯

热刺和阿贾克斯这两支会师半

决赛的球队， 给予了外界足够的惊

喜。

5月4日 14：30

港超联赛 富力R&FVS和富大埔

港超争冠战。 目前， 富力 R&F

落后港超“领头羊” 富大埔仅仅 2

分，假如此役能赢下对手，将能实现

积分上的反超。

5月4日 17：30

中超第8轮广州恒大VS北京国安

争冠球队之间的对话， 前 7 轮

北京国安仅失 2 球，“广州塔” 塔利

斯卡能否攻破中超最强的后防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少山 ）

上

周六， 由腾讯体育自制的亲子路跑赛

事———2019 小企鹅跑·涂鸦总动员在

广州欢乐开跑。

本次亲自路跑赛事以“跑出多彩

童年” 为主题， 融合运动、 陪伴、 快

乐等赛事理念精心设计赛事内容。 2

公里的多彩涂鸦赛道上搭配 5 个各具

意义的趣味障碍， 需要萌娃和爸妈共

同协作完成， 运动锻炼孩子的同时培

养他们的合作意识。 这样形式的路跑

赛， 打开了亲子互动的新方式， 萌娃

和爸妈们大呼“没玩够”！

另外在活动中， 家长和小朋友们

还可以一起接力完成公益捐赠， 为需

要帮助的自闭症儿童群体传递温暖与

希望。 家长们通过实际行动给孩子上

一堂“爱” 的教育课， 让孩子们深刻

体会爱的力量。

亲子路跑赛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一

个优质亲子互动平台， 让家长与孩子

在比赛合作中拉近亲子距离， 在互动

游戏中增进亲密关系， 在公益践行中

共同收获成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昨日

下午， 港超联赛第 16 轮富力 R&F 与

凯景的比赛在燕子岗体育场打响， 这

场比赛原本于本月中旬打响， 无奈因

为天气缘故两度推迟。 凭借迪布利、

陈俊乐和基奥云尼的进球， 富力 R&F

以 3:0 大胜对手， 上升至积分榜第 2

位。 本周末， 富力 R&F 将与和富大埔

上演争冠大战。

富力 R&F 主教练杨正光赛后说：

“对战果还是满意的， 但我们还是有很

多不足。 这场比赛对手立足防守，让我

们进攻变得困难，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犯

错，好在对手把握机会能力不强。 ”凭借

本场的 3 分， 富力 R&F 在积分榜上反

超杰志升至第二，与榜首的和富大埔仅

有 2 分的差距。

联赛剩下最后 2 轮，本周末，富力

R&F 将主场迎战和富大埔。 只要赢球，

富力 R&F 依然能够掌握争冠主动权，

“对决大埔一定要避免犯错， 毕竟这是

一场‘争标’的对决。 ”杨正光说。

“小企鹅跑”跑出亲子互动新方式

富力 R&F港超赢球，重燃夺冠希望

本周视点

点句成金

本组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邹甜

我们运动员也像大家一样会有买不起房的压力，连房贷都交不起啊，还

是先慢慢攒钱吧。

———徐嘉余在

FINA

冠军游泳赛广州站首日拿到两金，拿到

2

万美金后被问

道如何花这笔奖金，他如此回答。

点评：外国运动员一定很吃惊。

恭喜小雯雯！ 你之前拿了好几次世界杯冠军，可

是你跟世锦赛的冠军一直没有缘分， 我知道你的痛

苦，你的压力。 ”———福原爱在社交平台恭喜刘诗雯世

锦赛夺冠。

点评：作为“大魔王们”的好朋友 ，“爱酱 ”总是那

么暖心。

▲茛

场馆升级改造后的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