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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 羽毛球 混双四分之一决赛
08：30 赛艇 男子双人双桨决赛
08：50 赛艇 女子四人单桨决赛 中国队
09：41 游泳 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 杨浚瑄
09：50 赛艇 女子四人双桨决赛
10：54 游泳 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王简嘉禾
14：00 跳水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 谢思埸/王宗源
16：00 三人篮球 女子组半决赛 中国女队
18：15 体操 男子个人全能 肖若腾、孙炜
18：50 举重 男子73公斤级决赛 石智勇
20：55 三人篮球 女子组决赛

CCTV5、CCTV5+直播（以实际播出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第2021084期：05 07 09 11 21 28 01
3D第2021198期：1 2 1
15选5第2021198期：01 05 07 08 10
快乐8第2021198期：
01 03 04 08 13 29 31 32 35 39
43 54 55 56 62 65 66 72 78 80

福彩开奖信息

7星彩第21086期：1 1 9 4 2 0 0
6 + 1第21086期：9 2 8 8 8 1 4
20选5第21198期：05 08 11 16 18
排列5第21198期：1 8 5 7 5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今日看点

与奥运同行！
第十九届“晚报杯”足球赛下月启程

本报讯（记者 戴斌）延续了20个年头的宁波
晚报杯五人制足球赛，作为草根足球选手们的舞
台，又一次等您相约——第十九届“晚报杯”足球赛
将于8月7日鸣哨，今年我们与奥运同行，让我们
在绿茵场上实践“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
匹克新格言。

“晚报杯”足球赛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赛事，正
由于足球绿茵场那份引人的乐趣不变：可以排解一
个人的孤单，更可以满载一群人的狂欢。在这个舞
台上，快乐足球的本真乐趣，日渐高涨的健身热情，
还有兄弟情深的团队精神等，都是奥运精神在民间
具体而微的实践。

有鉴于疫情防控仍需常抓不懈，而奥运会之后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也将于9月揭幕，有一批宁波
高水平业余足球选手要征战全运会群众足球赛等
赛事，因此，本届“晚报杯”将适当控制比赛规模和
赛程，学生组将于8月7日开赛，8月19日结束；成
人组8月21日开赛，8月29日决出冠军。

本届赛事总体规模控制在100队左右，采用分
年龄组、限定参赛名额、分阶段比赛的形式，避免参
赛队伍在赛场过于集中。

相关组别设置、队伍限额和赛事安排为：
成人组名额为32队，比赛时间为8月21日至

8月29日。上届比赛前八名队伍自动获得本届比
赛32强特邀入围资格，其余24个席位，将参考往
年预选赛各区县（市）球队参赛情况进行名额分配，
以各区县（市）足协推荐为主，各区县（市）足协可组
织一定规模预选赛，产生入围球队。具体分配名额
为：鄞州区5队、海曙区4队、江北区2队、高新区1
队、余慈赛区3队、南三县3队、北仑赛区2队、镇海
赛区2队、特邀2队。

学生组比赛时间为8月7日至20日，分组年龄段
和名额设置为：高中组2003年9月1日后出生（限8
队）；初中组2006年9月1日后（限8队）；娃娃A组
2009年1月1日-20011年8月31日出生（限16队）；
娃娃B组2011年1月1日-2013年8月31日出生
（限16队）；娃娃C组: 2013年9月1日后（限24队）。

娃娃组比赛，女子足球选手参加比赛，各组最
大年龄均可放宽1岁，例如娃娃A组，女选手最大
年龄放宽至2008年1月1日出生。根据赛程，娃
娃组三个组别赛事将于8月10日至18日在宁海县
强蛟镇峡山村文体中心足球场举行。

赛事具体规程，可通过宁波市足球协会“宁波
足球网”微信公众号了解。各组别7月27日开始
接受报名，报名队伍下载报名表后发送至邮箱
524610178@qq.com，各组名额报满即止。

回忆奥运经历
赛前会收到比赛方案

这次东京奥运会，王成意全程关注着
杨倩的每一场比赛。“杨倩第一场比赛时我
出差，在前往北京的火车上，一直都在观
看。最后一枪的时候，我的手机信号不好，
没画面了，着急找信号的时候，听到车厢里
的人已经开始庆祝了，说拿冠军了，我就知
道杨倩做到了，非常开心！”

王成意现在的身份是宁波体校射击教
练，昨天她和队员们一起观看了杨倩比赛
的直播，她激动地说：“这枚金牌在我预料
之中。早上同事还问我‘杨倩这枚金牌能
拿到吗’，我说没问题！”

在奥运赛场，运动员的心理状态究竟
是怎样的？怎样才能全身心投入到比赛
中？王成意透露，赛前运动员会收到团队
的一份比赛方案，这份方案会告诉你入场
后的注意事项。

“今年因为疫情，观众和媒体都比较少，
我参加奥运会的时候，走进赛场感觉黑压
压的一片全是人。当然我们是提前做过准
备的，赛前每个运动员会收到一份方案，方
案要求我们进入赛场后视线不能往后看。”

17年前的经历，王成意至今历历在
目。“拿起枪之前，内心肯定是不安的，不知
道能不能打好。但当我拿起枪感觉到枪支
的稳定性，那一刻心里还是比较踏实的。
看杨倩的比赛，我想到最多的就是自己在
奥运赛场的感受，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
仍能感受到杨倩的紧张，但看到她的专注
度，相信她一定能很好地把握住自己。”

杨倩师姐王成意回忆17年前参加雅典奥运会经历

运动员赛前会收到一份“比赛方案”
17 年前，我市名将

王成意在雅典奥运会女
子气步枪比赛中夺得一
枚宝贵的铜牌，如今，
她的同门师妹杨倩在东
京奥运会上不仅升级了
奖牌颜色，还来了个
“好事成双”。看着师
妹接过自己手中的旗
帜，并且完成了宁波射
击两代人的传承，王成
意打心眼里感到高兴。
“比我自己夺奖牌还开
心，杨倩是真稳！”昨天
在宁波体校接受记者采
访时，王成意表示。

走上教练岗位
愿毫无保留地教学生

昨天王成意提前从杭州赶回宁波，带
着所有射击队的学生一起观看了比赛。

“我希望孩子们通过看比赛了解高手
是怎么打枪的，也希望提升他们的眼界和
境界。看大赛直播会更直观，对他们未来
的训练和比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王成意的教练虞利华，培养了包括杨
倩在内的多位世界冠军，如今王成意也加
入到教练队伍中，她会给自己设立怎样的
目标？

“当教练和自己训练完全是两回事。
我会尽量向虞教练看齐，把自己所学的东
西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希望我的学生有
所作为。”王成意说。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王成
意看来，做好教练自己还要走很长的路，不
光在“慧眼识珠”方面，还要在平日里全心
全意去带学生，全方位地学习，包括如何临
场指挥学生、关键时刻如何扭转颓势等。

“像今天杨倩的比赛中，教练叫的暂
停就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成意说，在第三
阶段金牌争夺战上，杨倩的表现一度出现
起伏，连续两发低于10环，导致中国队落
后4分。“教练员葛宏砖果断叫了暂停，在
战术上给她作了调整，后面杨倩也就越打
越好，最后锁定胜局。”

王成意从去年开始担任宁波气步枪队
教练，下周她将带领队员参加浙江省射击
锦标赛。“从基础做起，走好每一步，向师傅
（虞利华）学习。”王成意说。 记者 邹鑫

王成意接受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