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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网联青少年大师赛

今日开打

李玲蔚：

需更多高水平教练

从今日开始到4月5日，2015

年国际网联青少年大师赛将在

成都双流川投国际网球中心进

行， 作为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青

少年网球赛事， 这项比赛的到

来将让成都球迷能够一睹国际

网坛未来之星的风采。昨日，国

际网联主席弗朗西斯科和国家

体育总局网管中心主任李玲蔚

来到赛场，在接受采访时，弗朗

西斯科盛赞了成都的赛事筹备

工作。而在他接受采访的同时，

国际网联的讲师正在为国内的

青少年网球教练们做培训讲

座，在李玲蔚看来，有了更多的

赛事和场地后， 中国还需要培

养更多高水平的教练，这样中国

的网球才能发展得更好。

对于此次国际网联青少年

大师赛落户成都， 李玲蔚认为

是国际网联对于中国网球的信

任，在昨日接受采访时，正式上

任国家网管中心主任不久的李

玲蔚说道：“此次赛事对于我

们青少年赛事的优化和完善非

常重要，我们有中网、上海大师

赛、 武网等一系列重大国际赛

事，如今，在青少年赛事方面，

我们也有了一项最高水平的赛

事。”赛事开始前，国际网联的

讲师在川投国际网球酒店举行

了一场培训讲座， 传授青少年

网球教学的经验， 对于这项活

动， 弗朗西斯科先生认为非常

必要。“中国有很多赛事，缺的

并不是资金或者比赛， 而是一

些理念性的东西， 通过这些培

训，我们能够很好地交流。”而

李玲蔚则认为， 网球发展中有

一个重要的 “3C理论”，即

court（场地）、competition（赛

事）和coach（教练），中国目前

前两项都发展得比较好， 但是

教练缺口还很大， 国际网联能

够派讲师来为中国青少年网球

教练多做讲座， 将使中国网球

教练的水平获得很好的进步。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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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足球是一个国家足球强大

的基础，随着校园足球的日渐火热，越

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在足球上发力。昨

日， 一场特别的足球运动会在草堂小

学西区举行， 小学生们穿着不同国家

队球服以方阵形式出场，并用舞蹈、歌

曲、Cosplay等多种形式， 扮演着不同

国家的足球文化和体育精神。

运动会上，前国家队球员姚夏和3

位外国球员正式受聘为学校足球队的

“明星导师”， 并和小学生们一起组

队，和家长们来了一场对抗赛。一场热

闹的运动会， 让学生们在玩耍中对足

球产生了浓厚兴趣。 据草堂小学西区

校长付锦介绍， 学校一直设立有足球

队，并在区级比赛中多次获奖，未来该

校还将继续致力于足球运动的开展，

通过引入明星导师、 改革体育课程设

置等多个环节，让学生真正爱上足球。

成

都

姚夏

到小学当“明星导师”

里约当地时间上周五，2016年里约奥运

会迎来倒计时500天。在里约，中国健儿将取

得怎样的成绩？奖牌榜又将是何格局？关于

这些，国际奥委会官方数据提供商、著名的

荷兰体育数据统计公司Infostrada给出了经

过科学分析后的奖牌预测榜。在这份预测的

榜单中，中国代表团将以28金28银20铜的成

绩，继续排在美国队之后、位列奖牌榜第二

位，但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分别较伦敦奥运会

缩水10枚和12枚。

这份奖牌榜详细预测到每个项目的金

银铜牌甚至是前八名获得者，根据每位选手

在本奥运周期参赛的表现预测得出，参赛数

量对成绩排名有比较大的影响。被看低的还

不只是中国队， 男子百米纪录保持者、“闪

电”博尔特被预测在里约将马失前蹄，只能

获得一枚银牌……

曾准确预测刘翔的失败

总 部 位 于 荷 兰 小 镇 纽 沃 海 根 的

Infostrada公司长期负责奥运会实时数据提

供，也是包括北京奥运会在内的多届大赛官

方数据提供商。长期以来，它对全世界各奥

运项目最优秀的运动员进行成绩追踪、分析

和统算，并每月更新数据。

Infostrada的首席数据分析师西蒙·格里

夫告诉CNN， 这都归功于他们那台名叫

“Maggie” 的超级计算机。“里约奥运会28

个竞赛大项近9年来所有有价值的比赛结果

和参赛个体的数据都会源源不断地被录入，

所有项目的前八名都会按照不同的分值成

为数据， 汇总为各个国家地区的虚拟奖牌

数。”西蒙称，他们每个月都会根据赛事信

息更新预测榜。 从2011年开始，Infostrada公

司就先后对伦敦奥运会进行预测。2011年3

月，在伦敦奥运会倒计时500天后，Infostrada

随即推出了预测奖牌榜，当时预测中国队以

27枚金牌、84枚奖牌列美国队之后， 排名奖

牌榜第二名。而更新到了2012年3月，他们实

时预测中国队的金牌数将达到了35枚，最后

的误差仅在3枚（最终中国队以38金位列金

牌榜第二）。更为惊人的是，当时他们就预

测了刘翔将不会在男子110米栏的决赛名单

（即前八名）内，结果刘翔果然因伤摔倒在

预赛的栏架前。

不过，最令Infostrada夸耀的是，他们早在

2011年3月就预测英国队将以65枚奖牌位居

奖牌榜第3位，并预测美国、中国、英国和俄罗

斯四队将列前4位，这与最终排名完全一致。

孙杨、博尔特或意外失金

这份里约奥运会虚拟奖牌榜还对每个

国家的夺金项目进行了详细的预测：中国队

的夺金优势依然集中在跳水、乒乓球和羽毛

球中。按照Infostrada的预测，三大项仅仅只

会丢掉男子双人十米跳台和羽毛球男双这

两枚金牌。而张继科和刘诗雯则被视作男女

单打夺金的人选，而羽毛球男单则是谌龙摘

金，林丹夺得铜牌。在Infostrada看来，中国体

操队和举重队的奖牌将缩水，体操男子单项

更是颗粒无收，射击队则将射落3金。在伦敦

奥运崛起的中国游泳也不被看好，仅仅只有

孙杨被看好卫冕男子400米自由泳， 而他擅

长的1500米自由泳则意外失金。

在这份预测奖牌榜中，最令人吃惊的是

世界第一飞人博尔特将无缘实现男子百米

三连冠，而美国老将加特林则将夺得百米金

牌。西蒙解释说，尽管过去十年中，牙买加人

几乎统治了男子短跑项目，但因为他从2013

年起，参赛极少，因此在他们的电脑数据分

析库里， 缺乏足够的令人信服的优势。“如

果在今夏的北京世锦赛上，博尔特有不俗的

发挥，那么这套一直在工作的数据分析体系

依然会把博尔特放在夺金的位置上。”

中国花游、自行车有望首次夺金

Infostrada还预测到在里约，中国队将在

花样游泳和自行车项目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黄雪辰/孙文雁被看好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

摘金，而中国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也有望为自

行车项目拿下历史第一金。 三大球项目中，

惟有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有望收获一枚铜

牌。不过Infostrada也承认，兴奋剂问题并不

在这套分析系统中，因此这也是他们在预测

中无法规避的问题。 首席数据分析师西蒙·

格里夫表示， 他们已经尽力做到专业和科

学，很多退役、被禁赛或死亡的运动员很快

就会在预测榜中被“下架”。

然而，竞技体育的最大魅力就在于不确

定性，注定这份预测不可能完全准确。例如

Infostrada预测林丹、孙杨的单项成绩都不算

突出，但平日适度调整而“大赛发力”的林

丹、孙杨这样比赛型的选手仍有可能力挫劲

敌夺冠。 虚拟奖牌榜只是基于事实分析，为

教练员、媒体等提供一份参考数据。

国际奥委会官方数据提供商一鸣惊人———

曾准确预测刘翔在伦敦将无缘决赛！孙杨和博尔特将败走里约？

中国体操男子单项在里约将颗粒无收？林丹在里约只夺得男单铜牌？

大数据张开“乌鸦嘴”

成都体院拟设足球系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出台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前天， 成都体育学院召开了足球专题

工作会。据悉，学院计划设立足球系，

拟大幅度增加足球专项学生招生名

额，为中国足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成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刘建和表

示，成都体院今年准备开设足球系，并

拟大幅度增加足球专项学生的招生；

学校将利用自身的场地和师资优势，

启动校园联赛， 让社会足球有组织的

开展； 针对目前川内多数学校开展足

球教学的老师足球专业的并不多的现

状，拥有国家级师资培训中心的成都体

育学院将依托体育系开展足球教师的

在岗培训，提高川内足球教师的教学水

平。此外，学院将在暑期开展足球下乡

活动，部分师生将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开

展足球培训。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博尔特被唱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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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放水节

又绿天府源

每逢清明时节，都江堰市便会迎来一年一度的清明放

水节盛大祭祀及旅游活动，以纪念率众修建都江堰水利工

程、造福成都平原的李冰父子。今年是都江堰建堰2271周

年，中国·都江堰清明放水节将于4月4日~6日在天府之源

都江堰举行。据悉，这次放水节将一改往年模式，给广大游

客提供更多参观体验的机会。

除了青城山-都江堰世界遗产游、山水文化游、熊猫文

化游、禅休游外，都江堰还特别推出了春季踏青游、乡村游

等36条精品线路，将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郡守巡游 ”兴

水利

活动时间：

4

月

5

日、

6

日

活动地点 ：古

城区宣化门

→

幸

福路

→

玉垒山

→

南

桥

→

都江堰景区

→

放水节主会场

2.

千只熊猫逛古城

活 动 时 间 ：

2015

年

4

月

4

日

~6

日

活动地点 ：古

城区宣化门

→

幸

福路

→

玉垒山

3.

鼓乐齐鸣 开城

迎宾

活动时间：

4

月

4

日、

6

日，

10:00-10:

50

活动地点 ：古

城区宣化门

→

幸

福路

→

玉垒山

→

都

江堰景区伏龙观

古时，每到冬季，人们便用杩槎筑

成围堰，使岷江水或入内江，或入外江，

分别淘修河床，加固河堤，这就是岁修。

到了清明时节，人们举行既隆重又热烈

的仪式，祭祀李冰父子，祈求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然后拆除杩槎，滚滚岷江水

直入内江，灌溉成都平原千里阔野。

都江堰清明放水节源于4000年前

江神信仰和2000多年前对江水的祭

祀。 本届放水节除了延续传统的习俗

活动如“李冰巡江”、“开城迎宾”等

项目外， 还打破以往游客难以亲临放

水现场的遗憾， 首次给游客提供更多

参观机会， 让游客可以到现场感受祭

水、拜水、砍杩槎放水的盛况。

据悉，在放水节期间，将会新增一

条与岷江平行的宽3米长40米的水道，

在其上面搭杩槎拦水。 既能最大限度

地从视觉上还原在岷江砍杩槎放水的

效果，同时也便于观众参与活动。

到了都江堰， 还可以参观青城山-

都江堰世界遗产，体验都江堰的精妙，感

受青城山的幽静； 到大熊猫栖息地和

“国宝”戏耍；到龙池-虹口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探险大自然的神秘；到灌县古城

品川西小吃，品味川西民俗文化。据青城

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称，都江堰清明放水节有着1000多年的

历史，许多游客每年都会选择在放水节

期间，慕名“拜水都江堰”。全球游客可

以通过线上线下渠道，提前预钉行程。在

线下，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各大门店

（028-86268858 028－86262398）、成

都景区直通车 各 景 区 服 务 中 心

（40008271717）、重庆鑫传奇国际旅行

社（023-63560868）均可提前“抢票”。

今年的放水节除了保留往年最具传

承意义的经典节目外，还将上演《拜水·

感恩》等更具创意的“实景画卷”。同时，

更多“拴心留客”的精彩活动及美食，也

将成为节日期间的主要亮点。

“除了看放水节演出外，游客最好多

预留一些时间，一起参与互动游戏，体验

更多精彩。”四川本地的旅游达人刘先生

称，每年放水节，他都会带人前往都江堰。

今年，他还会带10多名外地游客前往都江

堰参加放水节。

据悉， 今年都江堰清明放水节期

间，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局还

将在灌县古城、都江堰景区、青城山景

区等地同时进行文艺演出， 多角度、多

层面让市民和游客感受到2015中国·都

江堰清明放水节的浓厚氛围。4月4日至

6日，在都江堰景区门口，大批“熊猫

人”将重出江湖。此外，灌县古城开城

迎宾、千只熊猫逛古城、国外爵士乐队、

川剧、洞经古乐、青城武术等专场演出

将带给游客耳目一新的感觉。

白天观赏实景演出外，晚上还有更

多惊喜。4月5日， 在古城区幸福路将上

演古城夜色火龙表演等活动。随着气温

上升，在河边喝酒谈笑也变得别有一番

风味。

春赏田园风光，踏青寻春，夏赏山

幽水长，消夏避暑，秋赏银杏如金、红叶

尽染，冬赏瑞雪如画，玉树银花……都

江堰市风光优美，文化厚重，一年四季、

美景变换， 这座城市让人流连忘返、乐

此不疲。

三月的都江堰，金黄的油菜花、红彤

彤的海棠花、洁白的梨花……一切都显得

那样的生机勃勃， 绿道边的一江春水，仿

佛在告诉你该走出室内，踏踏春了。爱动

者，可上山或下乡采摘、品尝、购买猕猴

桃；好静者，可体验、学习养生文化……

“好山好水好空气， 宜居宜业宜休

憩，去哪？肯定不能少了都江堰！”在很多

人的眼里：停留，可品都江堰山水文化；向

西，可进梦中天堂九寨……都江堰是名副

其实的川西旅游集散中心。

都江堰，最出名的当属山、水、道和熊

猫。这也构建了“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

得住乡愁”的都江堰式乡村底色。而都江

堰丰富的农业及观光休闲农业的资源，作

为景区的主要延伸点， 既能拉长旅游纵

深、补充景区旅游，又能延伸产业链条、补

给城市经济。 按照旅游的思路来发展农

业，这里是青藏高原和成都平原的结合地

区，利用好水、好土壤，打造原生态、无公

害的农产品。当农产品都按照标准化生产

后，农田也自然是一派田园风景。景观农

业可以配合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实现一、

三产业互动。

“主城是旅游发展的主要支撑，承担

起旅游配套功能， 留住顾客进行消费，支

撑沿山的旅游发展区和平坝的现代都市

农业区发展。” 都江堰市相关负责人表

示， 都江堰首先要打造成为成都的后花

园。 因为这里独特的区域条件， 山好、水

好，空气好，势必吸引市民前来居住，城市

发展的所有业态都围绕游客的需求，满足

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满足服务业

发展区配套。

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近日都江堰市

启动了“踏青之旅·都江堰美丽乡村假日

游”活动，首次整合全市农业观光和旅游

资源统一发布36条精品旅游线路，以及美

食、交通、酒店等配套服务的详细资讯。让

游客深度体验都江堰春季的美景、 民俗，

感受全家出游的快乐。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清明放水节

精彩活动

（部分）

建堰2271周年 邀游客体验放水节

A

从春天的绿色开始 精品旅游线路任你游

好山好水好空气 在都江堰享尽踏青之旅

B

C

都江堰熊猫谷

都江堰千年放水节传统———砍杩槎放水

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