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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全运会

今日，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将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开幕式。据本
届全运会组委会透露，
共有12000余名运动员参加全运会决赛阶段赛事。
昨日，
第十四届全运会跳水男子 10 米跳台决赛在西安奥体中心游泳
跳水馆进行。经过六跳争夺，
四川选手、东京奥运会该项目银牌得主杨健
从第二跳开始便一路领跑，
最终以 574.20 分强势夺冠。

获评
“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
魏明伦：这是川剧的荣誉！

四川选手跳水男子10米台摘金

第二跳过后
杨健一路领跑夺冠
“难度王”为川队获得
跳水项目唯一一枚金牌

杨健在比赛中

由于东京奥运会冠军曹缘没有
报名全运会该项目的比赛，因此四川
选手、有着“难度王”之称的杨健成为
了夺冠的最大热门。在14日晚进行的
决赛中，杨健第一个动作307C发挥
并不算理想，只拿到了78.20分暂时
排在第四位。
但是从第二跳拿到了94.50的高
分之后，杨健便开始一路领跑，最终
以19.05分的优势力压山东选手练俊
杰，拿到了全运会的男子10米台金
牌。这枚金牌也是四川队在本届全运
会跳水项目中获得的唯一一枚金牌。
在14日的比赛中，杨健在自己的
最后一跳中再次选择了难度分高达
4.1的109B，最终他在这一跳拿到了
110.70分的全场并列最高分；此外，
除了个人的首次试跳之外，杨健在后

原本练体操的他
被跳水队的教练看中了
当时，杨健每天放学都要去训练
馆，从每天下午四五点放学一直练到
晚上七点半回家。
不过机缘巧合，
在练
习体操4年之后，
当他随泸州市体操队
到四川省队集训时，被跳水队的教练
看中，
便开始了自己的跳水荣耀之路。
2012年，杨健接到了前往国家队
报到的通知，这无疑是送给训练了接

近10年的他最好的一份成人礼。用他
自己的话说，这种感觉“如同考入了
清华北大一样兴奋”。在接下来的两
年时间内，杨健逐渐开始在国际赛事
中崭露头角，大奖赛成为了他不断积
累经验、打磨技术和心态的重要舞
台。2014年，20岁的杨健在国际泳联
跳水系列赛伦敦站比赛中一鸣惊人，
在全场比赛6次试跳中拿到了10个满
分10分，最终以616.50的总得分更是
创造了该项目的历史最高分。
尽管在里约奥运会周期状态遭
遇起伏，但是在东京奥运会周期内，
杨健重新稳固了自己在国家队的位
置。今年8月7日在东京奥运会男子10
米台决赛6跳之后，杨健登上了奥运
会亚军领奖台。虽然距离冠军只有一
个指尖的距离，似乎略有不甘，但杨
健已经用自己的表现征服了世界，捍
卫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荣誉，也捍
卫着四川跳水的荣誉。

邵婷随奥运女篮强势夺冠

全运会艺术体操赛场

川队摘得首枚篮球赛金牌

“00 后”
奥运小花喜获成都首金
9 月 12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艺术体操项
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集体全能比
赛在西北大学长安校区体育馆进行。最终，
国家艺术体操队姑娘们组成的奥运联合队
以绝对优势夺冠，其中黄张嘉洋帮助成都拿
到了本届全运会成都的首枚金牌！另外，四
川队获得该项目银牌。
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
国队以 42.400 的得分排名第四，距离登上领
奖台只有 0.450 分的微弱差距。
而在 12 日的全
运会赛场上，
奥运班底组成的联合队在 5 球和

五跳得分全部超过90分，
“难度王”在
当晚的整体发挥无疑也是最稳健的。
从4岁多的时候，杨健就进入到
了泸州市体校进行体操专项训练。据
杨健自己回忆当时的情景，他在最开
始进行体操训练的时候还因为实在
是太过淘气而被队伍开除过！他的体
操启蒙教练杨朝嘉表示，
“ 杨健小时
候边练边哭，但是哭过之后第二天还
是会准时来训练馆。
”

魏明伦

3 圈 4 棒两个项目的发挥都非常出色，
分别拿
到了 44.35 分和 43.10 分，最终以总成绩 87.45
分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团体全能的金牌。
来自成都的“00 后”妹子黄张嘉洋作为
联合队的成员，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
获得奥运会第四名和全运会冠军的成绩，成
为了艺术体操迷关注的焦点。此外，在东京
奥运会的闭幕式上，入场时戴着口罩却用一
双“会说话的眼睛”成功俘获大批网友目光
的黄张嘉洋，也在竞技场外展现着中国年轻
小将的个人魅力。

9 月 14 日，第十四届全运会五
人制篮球女子组迎来最终对话，在
东京奥运会上闯入淘汰赛的中国
女篮此次以奥运联合队身份参赛，
她们最终以 100∶52 击败江苏女篮，
成功夺得该项目金牌。
中国女篮队长、代表四川出战
的邵婷随奥运联合队夺冠，也帮助
四川队在本届全运会上拿到第一枚
篮球项目的金牌。
在本届全运会上，
奥运联合队小组赛三战全胜，分别

击败广东（110∶51）、北京（89∶43）和
四川队（123∶52）。半决赛面对山东
队，
奥运联合队以 110∶74 胜出。
出生于 1989 年的邵婷身高 1
米 85，体重 73 公斤，是四川省体育
局与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
院采用“体教融合”模式培养出来
的优秀运动员。在她的带领下，四
川省女子篮球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博
裴晗 发自西安 图据四川省体育局

就在魏明伦八十寿宴
即将举办之际，
传来了一个
好消息。
近日，
中国戏剧家协会
给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发来
《喜报》：由中国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中国戏剧家协会联
合主办的“中国文联终身成
就戏剧家”评选表彰活动，
旨在表彰与奖励德艺双馨，
长期以来为中国戏剧事业
繁荣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具
有良好的社会影响力、代表
性和示范性的75周岁以上

的老艺术家。
鉴于魏明伦同
志在戏剧文学方面做出的
重大贡献，中国文联、中国
剧协特授予魏明伦同志
2021年“中国文联终身成就
戏剧家”荣誉称号。表彰仪
式将于2021年10月9日在湖
北武汉举办的第17届中国
戏剧节开幕式上举行。
据悉，
“ 中国文联终身
成就戏剧家”
每两年颁布一
次，这次是由剧作家魏明伦
和表演艺术家焦晃获此殊
荣。
得知这一消息，
魏明伦表
示很欣喜：
“刚才，
我已与上
海焦晃通了电话。
他85岁，
表
示要亲自去武汉领奖。
”
魏明伦发表了获奖感
言：
“这是川剧的荣誉，
是川
剧人共同的成就、共同的荣
誉！
自设置中国戏剧终身成
就奖以来，
没有川剧艺术家
登上这个奖坛。这次，我代
表川剧艺术家进入这个文
艺高端奖项行列，
我为川剧
高兴！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陈谋

2021成马报名通道正式开启
全程项目奖金是去年的3.15倍

9 月 14 日 上 午 10 点 ， 划采用分枪出发的办法，
同
2021成都马拉松报名通道
时对11～14公里处赛道进行
已经正式开启。
微调和优化，
提升选手的参
根据成马组委会公布
赛体验。
参赛选手须亲自赴
的 竞 赛 规 程 ，今 年 将 有
现场领取参赛物品并提供10
25000 名 马 拉 松 跑 者 和
月25日及以后的核酸阴性检
10000名半程马拉松跑者参
测报告（纸质）和新冠疫苗预
与，广大跑友可通过成马官
防接种凭证（纸质）并签署
网 （http：
//chengdu-mara- 《健康安全责任承诺书》，同
thon.mararun.com/）或马拉
时赛事将实行全闭环管理，
马拉APP参与报名及查询相
倡导无接触服务。
关赛事信息，
报名截止时间
赛事奖金全面提升，
其
为9月21日22时。
如果届时报
中全程项目奖金额度是去
名人数超过名额限制，
组委
年的3.15倍，整体达到73万
会将采用抽签的形式确定选
元，其中男子、女子冠军奖
手的参赛资格，
抽签结果预
金各为15万元；竞速轮椅马
计将于10月中旬公布。
拉松奖金额度全国最高，
达
在成马五周年里程碑
到18.6万元。
之际，
赛事再次升级。
今年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马依旧保留了经典赛道，
计
记者 李博 裴晗

特别的我，选择特别的你

刘凯睿 / 一枚不宅的IT男

“别以为做
别以为做IT
IT的一
的一
定就是宅男，
定就是宅男
，
我一
点也不宅，
点也不宅
，
我喜欢
车 ，喜欢电竞
喜欢电竞，
，喜
欢攀岩。
欢攀岩
。
”
Rebecca 陈 / 服 装 设 计 师
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世
上每个人都特别有意思，哪
怕平凡的生活，也可以是他
的有趣之处。
而看得到他特别之处
的人，一定是那个懂得欣赏
他的人。
前不久，凯迪拉克CT5
尊贵型的一条视频广告引
起了很多凯迪拉克CT5车
主 的 共 鸣。在 他 们 的 言 语
中，喜欢这款车，有千万种
理由，似乎也不需要理由。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它就
是那个最特别的。

“我从小喜欢美的
东 西 ，我 就 是 一 个
彻头彻尾的颜控，
所以我喜欢CT
所以我喜欢
CT55。
”
Rebecca和其他人一样，大学毕业
后按部就班地进了一家公司做平面设
计，工作安稳，收入稳定，但她总觉得
缺了什么。直到有一天，
她偶然去上海
看了一场服务设计展，她的人生就此
改变。Rebecca现在仍然记得当时的场
景，她怔怔地站在那件银色礼服前良
久，视线逐渐模糊，但内心却豁然开
朗：我要设计服装，
这才是我想要的！
在看到凯迪拉克CT5时，Rebecca
也有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时她正
挑得眼花缭乱无从下手。
“我不懂车。”
Rebecca坦言，她和大多数女人一样选
车就是选颜值。
Rebecca喜欢凯迪拉克CT5尊贵
型那种像猎豹捕食前蓄势待发的感
觉。长车头、短前悬，使这款车在视觉
上重心降低，全车周身紧绷而又极具
雕塑感的特征线使整车散发出一种蓄
势待发的强大气场。车身侧面流畅且
舒展，力量感十足的腰线贯穿整个车

身为其增添了不少肌肉感，
十分性感。
类似溜背造型的车尾，尤其是配合原
厂微微上翘的小鸭尾，加上50：50的完
美车身比例，让它虽然不是轿跑却更
像轿跑。后保险杠内则采用了双边共
出布局的排气口，
瞬间提升霸气指数。
创新运用的100%LED闪电灯组
系统，使得极具辨识度的家族垂直灯
组可以萦绕车身四周，呈现出赏心悦
目的璀璨视效，
令人过目流连。
当夜幕
降临，灯组点亮之时，为CT5平添了一
种极富科技气息的神秘感。
作为服装设计师，
对于材质的敏感
让Rebecca用挑剔的眼光审视凯迪拉克
CT5座舱内的每一个角落，
用手指感触
每一处材质带来的质感，
但所及之处都
令她十分满意。
凯迪拉克CT5座舱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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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真皮内饰并匠心运用大师级缝线
工艺，
仪表台、多功能方向盘等细节处
巧妙施以Cut-and-Sewn法式双缝线
大师级包裹工艺，颈、肩、腰等重点区
域精心运用分区包覆，完美贴合人体
曲面。尤其是Moli真皮座椅，手触上
去，
带给人柔软舒适的天然触感。
Rebecca 聊 车 ，更 像 是 在 聊 她 自
己。
“以前，别人觉得我放弃高薪和稳
定的工作，
非要去创业、去学服装设计
是傻，
是任性。
虽然我现在还谈不上成
功，但我觉得活成自己才是最好的人
生。买车时，别人给我推荐别的品牌，
可是我就是一眼看中了凯迪拉克
CT5，我喜欢它的设计，更喜欢凯迪拉
克那句广告词：
所有的伟大，
源于一个
勇敢的开始。
”

第一眼很难将刘凯睿与印象
中喜欢宅、不擅打扮的IT男、理工
男结合在一起。他穿着很潮，脚上
那双AJ是他珍爱的几款球鞋中最
喜欢的一双，
他觉得和他那辆黑色
的凯迪拉克CT5很搭。
“我喜欢它的科技感，
操控，
还
有音响，音响太棒了……。”聊到喜
欢的话题，
刘凯睿的话匣一下就打
开了。
刘凯睿喜欢在晚上开着他那
辆CT5出去遛达，
听着歌，
享受这款
车澎湃动力带来的畅爽驾驶感受。
“油门响应快，动力强推背感
十足，
油门踩深点发动机的声音超
级无敌好听的。
”刘凯睿说，
他喜欢
这款车的运动外观，
且开起来的感
觉更让他爱不释手。
跑完磨合后的
一天晚上，
他特意接了几个经常玩
电竞的小伙伴一起出去试车，
试了
一圈下来，个个都说这车“真香”。
凯 迪 拉 克 CT5 采 用 行 业 领 先 的
Smart Propulsion 智 驱 科 技 ，搭 载
全新2.0T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能够爆发出最大功率174千瓦，峰
值扭矩350牛·米的澎湃动力，百公
里加速仅需7.3秒。搭配全新10速
手自一体变速箱，令CT5在任意复
杂路况下均可确保精准、高效的驾
控体验。
为打造顶级的整车声场环境，
凯迪拉克CT5采用了Bose Performance至臻系列音响系统。15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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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扬声器精巧地布置于座舱空
间内，辅以多项独到尖端音效科
技，让每一次旋律响起，都带来动
人心弦的听觉盛宴。在刘凯睿聊
车的话题里，对这套音响的赞美
出现了N多次。
“ 这套bose的至臻
音响，简直了！我是那种上车就放
音乐的人，这个音响真是给了我
大大的惊喜，加上前排的双侧隔
音玻璃，氛围营造非常好，低音很
赞。有同事夸我的车音效堪比听
演唱会的效果。”
当然，
要能吸引一位喜欢前沿
科技的IT男，没有一点智能科技
方面的本事那也是抓不住刘凯睿
的心的。
作为凯迪拉克品牌轿车型
谱上的重磅产品，CT5首次搭载了
凯迪拉克云电子架构，
可以实现超
高速的网络数据传输、卓越的整车
云更新功能（FOTA）、无限的可持
续拓展潜力以及全方位的网络安
全设计。
对这款车上配备的10英寸悬
浮式中央触摸高清显示屏、中控台
下方的手机无线充电、全系标配双
蓝牙设备接入、NFC手机近场通
讯快速连接，以及OnStar安吉星信
息 通 讯 系 统 等 科 技 配 置 ，以 及
360°全模式智能自动泊车系统、
智能主动式巡航、全速防撞自动刹
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刘凯睿聊起
来就没有完，
总的来说就是他想要
的几乎都有了。
作为凯迪拉克布局中型豪华
轿车市场的全球战略车型，CT5
充分展现了凯迪拉克打造豪华后
驱轿车的深厚底蕴和创新格调。
以“创新科技”为支撑，凯迪拉克
CT5 将 以 无 与 伦 比 的 性 能 与 优
雅，以及全面超越同级的出众配
置，为这个时代独具格调的新生
精英带来“一入眼帘，直抵内心”
的豪华新体验。
（张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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