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日，贵州省第十届运动会群

众项目社体指导员技能展示在遵义

市汇川体育中心落下帷幕。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来自贵阳、遵

义、安顺、铜仁、黔南、黔西南六个市

（州）的 63名社体指导员为遵义市民

上演包括广播体操、 健身气功·易筋

经、太极拳、跳绳等 7个项目的精彩展

演，各参演队伍分别获得组织奖。

社会体育又称群众体育或大众

体育，是指普通民众自愿参加的，以

强身、健体、休闲、社交等为目的，一

般不追求达到高水平的运动成绩，

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

省体育局裁判长黄红表示，社

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竞技体育、学

校体育、 部队体育以外的群众性体

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 锻炼指导

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 “轮滑、太

极、跳绳等项目都有社体指导员，必

须通过理论、技能的双重测评，才能

成为合格的社体指导员。 ” 杜立

8 月 10 日，贵州省第十届运动

会攀岩比赛在贵州医科大学开赛。

此次比赛由省人民政府主办，

省体育局、遵义市人民政府承办，共

设男、女子，甲、乙组四个组别，竞赛

项目分全能赛、随机速度赛，共有来

自全省八个市 （州）55 名运动员、

领队、教练员参加。此次比赛是攀岩

运动首次列入省运会竞技体育竞赛

项目，旨在推广普及攀岩运动，为广

大青少年攀岩爱好者提供竞技平

台，发现该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

ZAKER 贵阳将于 8 月 11 日

10:00 进行本次攀岩比赛直播，届

时， 读者可通过 ZAKER 贵阳一睹

攀岩运动的青春活力。 杜立

10 日，贵州省第十届运动会射

击（飞碟）比赛在省体育局清镇体

育训练基地开赛。 来自毕节、遵义、

黔西南州的 3 支队伍与贵阳队一较

高下。 射击（飞碟）项目于 8 月 10

日、11 日两日进行男子多向 75 靶，

男、女双向 75 靶，男子多向 50 靶，

男、 女双向 50 靶的资格赛比赛，最

终，通过决赛比拼决出前三名。

据本次比赛的裁判长徐兴忠介

绍， 这 4 支队伍派出的射击选手均

为 1999年后出生的年轻小将。 射击

（飞碟） 这个项目实为射击训练中

的“老项目” 了，但相较射箭、手枪

等射击类的比赛，射击（飞碟）是今

年贵州省第十届运动会上的“新项

目” 。 今日，射击（飞碟）项目将进

行决赛。 本报记者 杜立

10 日上午，省十运会男子自

由摔跤比赛在遵义市体育运动学

校摔跤馆完成全部比赛。有 18名

运动员参赛的东道主遵义队，摘

下 6枚金牌居首。 派出 3 名运动

员参赛的贵阳队，获得 1枚铜牌。

根据竞赛规程， 本次男子自

由摔跤要看年龄分为男子甲组和

乙组， 每组按体重分成 6 个不同

的组别， 其中甲组为 46KG 至

74KG，乙组分为 42KG 至 63KG。

共有贵阳、遵义、铜仁、黔南、黔东

南、黔西南 6个代表队参赛。

作为遵义的强项， 东道主派

出了 18 名运动员参与摔跤项目

的金牌争夺。而在比赛中，遵义队

也确实表现不俗：74KG 级运动

员余乾， 连续三轮比赛“KO” 3

名对手，总计用时不到 1分钟。在

66KG 级比赛中， 遵义队运动员

张子强， 在 4 比 0 落后给黔南队

运动员王水成的情况下， 迅速将

比分反超，最终在第二轮以 16 比

10击败对手。

50KG 级比赛中， 遵义队运

动员赵冲在对阵黔东南队运动员

孙根英的比赛中， 首轮即以 4 分

领先， 然后又拿下罕见的 5 分最

终以 13比 2的大比分优势获胜。

因在人数上占优势， 遵义队

还多次上演队友 “自相残杀” 的

角逐，如在 50KG 级比赛中，赵冲

就与队友吴思桦遭遇， 并迅速赢

得比赛； 余乾则将自己的队友

“KO” ，用时仅 12 秒。 这种自家

人“内斗”的比赛，场边观众显得

非常安静。

经过激烈争夺， 最终遵义队

分别拿下 74KG 级 （余乾）、

55KG级（夏鑫）、50KG 级 （赵

冲）金牌，加上 9 日乙组摔跤比

赛中斩获的 3 枚金牌， 遵义队最

终拿下 6块金牌独占男子摔跤比

赛鳌头。黔南队、铜仁队也均有金

牌入账。

仅有 3名运动员参赛的贵阳

队， 在比赛中由 60KG 级选手赵

子枫获得 1 枚铜牌， 另有 1 名运

动员聂培浪获得乙组 54KG 第 5

名。 （黄宝华）

男子自由摔跤 遵义斩获6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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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贵州省第十届运

动会射击比赛项目开战， 贵阳选手

实力出彩，在女子 25 米手枪、男子

50 米手枪和男子 10 米气步枪等项

目决赛中共计斩获 7金 7银 5铜。

10 日上午 9 时，遵义市体校三

个标准射击馆内， 枪响声此起彼

伏。 在女子 25 米手枪慢射场馆，贵

阳队一对“姐妹花” 选手———赵晓

雯婷与赵晓雯静格外引人注意。 比

赛中姐姐赵晓雯婷沉稳老练，发枪

速度略慢于周边。 与其间隔五人的

妹妹赵晓雯静无论是装弹速度还

是站姿都较为轻快，大有“先发制

人” 之势。

“之前也有过几次一同参赛，但

都没有分到一组过，这是第一次。 ”

赵晓雯静说， 姐姐从 2013 年 14 岁

时进入贵阳市体校学习射击， 在她

的影响下， 自己 2015 年 15 岁时也

加入射击专业训练。 去年赵晓雯婷

从体校毕业后， 目前是一名专业射

击队员。 当日成绩揭晓，姐妹俩分别

以总分 282 和 275 的好成绩获得

金、 银牌。 其中在上午的三组比赛

中，姐姐赵晓雯婷获得 6 个满环，妹

妹赵晓雯静获得 2 个满环， 成绩遥

遥领先。11日，她们还将携手参加女

子 25米速射。

“就这样牵着手，一起比赛，一

起成长， 一起走上更大的舞台” 。

结束比赛后，面对记者和当日成绩，

姊妹俩透出自信。

在昨日的射击男子 10米气步枪

比决赛中，贵阳选手谢子贤和李隆驹

双双夺得甲组和乙组的金牌。“感觉

我俩就像平时在一起训练一样” ，夺

冠后 18岁的谢子贤称拿金牌是意料

之中。 “我早前不太喜欢读书，自从

四年前接触射击，现在生活有方向多

了” 。 谢子贤也是上届贵州省青年竞

标赛射击项目的冠军，不过他的下一

个目标是全国竞标赛。谢子贤说最后

一发时自己挺紧张，他提醒自己专注

手中的枪，“射击很容易受身边人的

影响，所以稳住心神非常重要” 。

同样在比赛中战胜自己、 取得

佳绩的还有乙组亚军张科。 年仅 16

岁的他是去年全国青少年射击锦标

赛的冠军，然而这次参加省运会，他

依然感到有些紧张， 因为对手实力

都不错。 比赛刚开始时，他差第一名

3环； 张科提醒自己放下心理包袱，

最终将差距缩小到 1.2环。

此外，10 日上午结束的男子 50

米手枪比赛共分甲、乙两组进行。 其

中贵阳队选手顾兴岁以 505-4X 的

好成绩获得乙组银牌；贵阳队选手刘

枫以 500-5X获得该组铜奖。在男子

50米手枪甲组比赛中贵阳队选手包

本林获得一枚铜奖，总分 483-4X。

省十运会射击项目开战首日，

贵阳选手共获得 7 金 7 银 5 铜，是

所有参赛队最好的成绩。“射击我们

是认真的， 拿奖牌我们也是不低调

的” ，一位贵阳随团教练笑侃。

（本报记者 张志红）

第十届省运会射击比赛首日———

贵阳队摘下7金7银5铜

10 日进行的男子自由摔跤甲

组比赛，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遵义

队运动员、74KG级选手余乾，在与

对手进行的 3 场比赛中， 他均是

“一招制敌” ， 总共耗时不到 1 分

钟，最快一场取胜仅用了 13秒。

余乾是遵义体校的一名学生，

因外表阳光帅气， 进入体校之初，

他被分到舞蹈班。“后来教摔跤的

老师发现我的体型更适合往摔跤

专业发展， 于是让我进入摔跤

班。 ”他说。

这名险些 “被舞蹈耽误的摔

跤手” ， 经过 3年的刻苦训练后最

终在省十运会上一鸣惊人。根据比

赛规则，摔跤有以下 3 种“技术优

势获胜” 的规定，不管时间是否达

以即可结束比赛：

一是一局比赛中双方的比分相

差 6分；二是在一局比赛中使用动作

一方得到一个 5分分值或得到两个

3分分值的技术分；三是双方任意一

方将另一方摔成肩背着地，并控制住

对方使其双肩着地达 1秒钟。

余乾在当天的比赛中，正是凭

“技术优势” 提前结束了比赛：对

阵铜仁对手罗林海， 他在 17 秒内

靠使对手双肩滚动连续得分，最终

以 10 比 0 完胜。 在与自己的队友

祝澴涛的比赛中， 他也毫不客气，

12秒内将其摔成“肩背着地” 直接

取得 4分将对手“KO” 。

“对手输在心态上，他们没有

我这么放松，”余乾说。而具有良好

的心态，或与余乾先后 3 次参加过

全国少年、青年摔跤赛有关。 此前

在一次有 70 多名运动员参赛的全

国大型赛事上，余乾曾获得过晋级

8强的不错成绩。

“我平时训练比较认真，家人

也非常支持我从事这项运动，希望

有一天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今年

18岁的余乾说。

本报记者 黄宝华

冠军余乾

连续3场“KO”

ZAKER贵阳将

直播攀岩决赛

射击飞碟决赛

今日清镇上演

社体指导员

技能展示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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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决赛 张志红 摄

女子 25 米手枪比赛中，夺得金银牌

的贵阳队“姐妹花” 赵晓雯婷与赵

晓雯静 张志红 摄

男子自由摔跤比赛现场 黄宝华 摄

嘉宾为余乾颁奖 黄宝华 摄

●赛场焦点

射击飞碟现场 张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