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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国乒大胜日乒崩盘

9 城同步举行中国奥委会 2017 年第 31 届奥林匹克日活动

日本网友：日乒队想东京
奥运会夺金简直是做梦！
正在进行的 2017 年日本乒乓球公开赛
上，
国乒队小将们表现相当出色，
日本女单球
员全军覆没。许昕/马龙毫无悬念地横扫日
乒组合，男双夺冠，国乒小将陈幸同/孙颖莎
3∶2 逆转女双夺冠，
日乒队希望在家门口收获
一枚双打金牌的想法破灭。面对这个结果，
日本网友感叹中国乒乓球队实在太强大了。

九江 4 度共享奥林匹克荣光

日乒队员排队出局
■张本智和 1∶4 梁靖崑
这是13岁的日本天才少年张本智和继世
乒赛单打输给许昕之后，
在自己的主场又一次
败在国乒队员的拍下。这场比赛，
中国小将梁
靖崑仅仅用了不到50分钟就结束战斗。
张本智和将自己的目标定在了 2020 年
东京奥运会的男乒冠军。输掉这场比赛之
后，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张本智和流下了伤心
的泪水。他说：
“没有机会了，
太不甘心了。
”
■石川佳纯 1∶4 王曼昱
日本一姐石川佳纯步张本智和后尘，在
单打比赛中，被国乒 18 岁小将王曼昱 4∶1
淘汰。她赛后向媒体表示非常不甘心。
■伊藤美诚 2∶4 王曼昱
日本 16 岁新星伊藤美诚在女单 8 强战
中，
以2∶4中国选手王曼昱，
无缘4强。她在赛
后忍不住洒泪，称：
“与其说是因为不甘心输
球，
不如说是因为觉得自己太弱了更贴切！
”
■平野美宇 0∶4 陈梦
陈梦 4∶0 横扫世乒赛铜牌得主平野美
宇，
为亚锦赛女单决赛失利一仗成功复仇。

日本网友吐槽
●“中国队的后备力量太强了，即便没
多少机会参加国际比赛，世界排名不高，他
们也能把日本队的一线球员打哭！”
●“面对真正的中国球员，谁都赢不了，
谁都赢不了中国人，他们实力太强了，如同
铜墙铁壁。而日本队赢了一次就很在意，这
次的惨败是必然的结果！”
●“日乒队想在东京奥运会上拿金牌简
直在做梦！”
●
“又被打哭了，
同情！
”
●“举办赛事的人要哭了，买票看球的
人更要哭了。
”
（综合）

开 2 注 1000 万头奖

超级大乐透奖池滚存 36.55 亿元
6 月 17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69 期全国
开出 2 注头奖，
每注奖金为 1000 万元，
花落浙
江、
湖南。开奖结束后，
奖池滚存 36.55亿元。
本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码 10、16、
20、23、32，后区开出号码 08、11。前区奖号
的分布范围较广，最小号码开出 10，该号为
隔期开出号码；1 号段上还开出号码 16；2 号
段上开出 20、23；最大号码开出 32，该号同
样为隔期开出号码。
后区开出 08、11 两个大号，11 为隔期开
出号码，该号于最近 4 期之内开出 3 次，为大
热号码。
奖池方面，36.55 亿元滚存至 6 月 19 日
(周一)开奖的第 17070 期。这一水位较上期
上涨，继续保持在历史高位。
（陈敏）

九江旗袍研究会展示的《奥运礼仪
奥运礼仪》
》
本报讯（彭甜 周爽 浔阳晚
2017 年第 31 届奥林匹克日活动
报记者 张周杰 文/摄）为积极响 （九江站）——体育健身开展日”
开
应国际奥委会的号召，进一步宣
始，
九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传奥林匹克精神，倡导奥林匹克
黄效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九
理念，体现“重在参与”的奥林匹
江市体育局局长胡雅芳宣读了国
克宗旨，推动全民健身活动蓬勃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的致辞。 九江市跆拳道协会展示的《少年强则中国强》
开展，6 月 18 日上午，九江市隆重
我市机关干部代表、
企业员工代表
举行以“我要上全运，同享奥林匹
以及各体育协会、
俱乐部代表和群
克”为主题的中国奥委会 2017 年
众体育表演队伍的近千人在奥林
第 31届奥林匹克日活动。
匹克日活动中一起感受运动带来
活动发起单位为国际奥委
的健康、活力和快乐，庆祝奥林匹
会，主办单位为中国奥委会，承办
克大家庭共同的节日！
单位为九江市体育局，协办单位
1894 年 6 月 23 日，国际奥委
为九江中体体育管理有限公司。 会正式成立。为纪念这一具有历
九江分会场活动与北京、天津、张
史意义的日子，
国际奥委会从1948
家口、承德、包头、海阳、朔州、西
年起将每年的6月23日定为
“奥林
宁等 8 个城市的庆祝活动同步进
匹克日”
，
并于 1987 年号召全世界 九江市太极拳协会展示的《42式太极拳》
行。这是九江市第 4 次被确定为
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在每年奥林
奥林匹克日活动的分会场城市。
匹克日前后的周末举行群众性
“奥
在北京主会场，国家体育总
林匹克日”活动，男女老少均可参
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赵
加。30年来，
全世界参加人数逐年
勇等领导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
增加，
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产生
心出席了主会场活动，并为参加
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活动的群众代表颁发了证书。设
中国奥委会一贯重视奥林匹
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主会
克日活动，自 1987 年以来每年开
场吸引了 2000 余名参加者。除长
展庆祝活动，
把此作为弘扬奥林匹
跑活动外，现场还同步开展了“奥
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推广 九江市青蓝健美操俱乐部展示的《舞动青春》
林匹克文化营”展览、夏季、冬季
奥林匹克运动的重要平台，
国家体
奥运项目体验等活动。
育总局和中国奥委会领导积极参
在九江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加每年举行的这一传统庆典活
的九江分会场开幕式上，
江西体育
动。奥林匹克日活动已成为我国
局副局长李小平宣布
“中国奥委会
一项重要的传统群众体育活动。

当日，
我市还开展了足球、
篮球、
乒乓球、
羽
毛球等活动。图为体育爱好者在踢足球。

“飞鱼”将迎战鲨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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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飞鱼”之称的美国游泳名将迈克
尔·菲尔普斯决定与大白鲨“一决高下”，参
加美国探索频道定于下月开播的“鲨鱼周”
节目。
探索频道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世界上
夺得金牌最多的游泳选手与海洋中最敏捷
的捕食者展开对抗：菲尔普斯与鲨鱼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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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室 8570222

发行中心 8550080

赛即将开始”，
“这是一场里程碑式的事件，
迄今还没有人尝试过”
。
菲尔普斯现年 31 岁，参加了 5 届奥运
会，共获得 28 块奖牌，其中金牌 23 枚。不
过，想要对抗大白鲨并非易事。按英国广
播公司的说法，菲尔普斯最快游泳速度为
每小时 6 英里（9.66 公里），而一条大白鲨的

广告部 8581387 8567868

游 行 速 度 却 可 达 每 小 时 25 英 里（40.2 公
里）。
探索频道眼下暂未透露菲尔普斯到底
将如何挑战大白鲨，也没有公开更多节目
细节。
“ 飞鱼”本人近日则在社交网站上分
享了一张鲨鱼的照片，并附言：
“ 我能够做
一些我一直想做的事情了。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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