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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 王伟
陈维灯 实习生 彭玉佳）今日是农历
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市气象台预计，
今夜起，我市大部地区将迎来一轮降雨
天气过程，其中长江沿线以北局部地区
将有暴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要求各
地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市、区县各
专兼职抗洪抢险应急救援队伍立即进入
24小时备战备勤状态，强降雨区域在建
水利水电工程一律停止施工。

市气象台专家介绍，“立秋”到了，但
并不是秋天已经真的到来。划分气候季
节的根据是当地连续5日的平均温度在
22℃以下，才算秋天真正到来。重庆一
般在10月中下旬才会真正入秋。

市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我市各地
依旧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但从今日夜
间开始，雨水将陆续进入重庆，长江沿线
以北地区由雷阵雨转中雨到大雨，局部
地区可达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或分散

阵雨。随着降雨的来临，全市最高气温
将降至32℃。

专家提醒，此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
将伴随阵性大风、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
对流天气，市民出行需格外注意安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尤其
是东北部及西部地区密切关注本轮强降
雨过程，进一步加强应急值守，各级防汛
责任人要上岗到位，严格执行24小时领
导带班制度和应急值守制度，特别是针

对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地带、
旅游景区，要明确专人，紧盯死守，加强
巡查，细化危险区人员避险转移方案；要
加强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依法启动
响应，细化实化各项防范措施。要科学
有序调度水利工程，有效蓄水保水，严密
防范旱涝急转，加强山塘水库安全巡查
力度，及时处置各类险情，提前转移可
能受威胁群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本报讯 （记者 刘蓟奕 实
习生 王昭熙）作为平日驰骋绿茵
场的足球达人们，如果在细软的沙
滩上来一场足球赛将会是怎样的
体验？8月6日，2017重庆市“全
民健身周”暨重庆市首届沙滩足球
挑战赛在巴南区开赛。

据了解，本届沙滩足球挑战赛
由市足协主办，是市足协今年打造
的品牌赛事之一，也是今年全民健
身周开幕以来的首个足球类赛事
活动。

比赛按照国际足联制定的“足
球竞赛规则”和沙滩足球的特殊规
则执行。比赛为三人制足球赛，每
场比赛30分钟，分3个小节进行，
进球数多的一方获胜。共有16支
来自重庆本土的“草根”球队报名
参赛，他们将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

间里，争夺“重庆沙滩球王”的殊
荣，冠、亚、季军将分别获得5000
元、3000元、1000元的奖励。

当天下午5点，随着开赛哨
响，本届比赛的首场争夺在重庆

“火锅队”和“小狼狗队”之间展
开。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常规足球
赛不同的是，沙滩足球不设守门
员，球门仅有1.5米高，双方队员
要在240平方米的人造沙滩上进
行争夺。

“以前没在沙滩上踢过，这相
当考验球员的脚上功夫和体能。”

“火锅队”领队杨建军说，踢好沙滩
足球并不容易，松软的沙滩会给球
员的行动造成较大阻力，很难准确
预判足球走向，对力度的控制以及
射门准确度也随之降低，稍不注意
球就飞出界外。

本土草根球队“沙场”激战

重庆首届沙滩足球挑战赛鸣哨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
6日，历史学者、日本就实大学教
授李开元携新书《秦谜》来到重庆，
在和重庆读者积极互动的同时，也
向读者揭示了众多秦国历史上的
未知之谜。

《秦谜》是李开元继《汉帝国的
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
究》、《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之后
的又一著作。和其他历史著作不
同，《秦谜》是李开元在研究大量史

料的基础上，利用侦探小说的写
法，通过把与秦始皇有关的几件大
事串联起来的方式，抽丝剥茧，还
原一个真实的秦始皇，也让受众能
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

“说到秦始皇，很多人也许会想
到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提到
的女商人，来自重庆的巴寡妇清，甚
至有说法指出，她还是当时的首
富。但综合现有史料来看，说她是
首富实在有点牵强。”在昨日的分享
会上，李开元说，根据现有史料，我
们只能推断巴寡妇清是一位在商业
上很成功的女性，并且也因此得到过
秦政府的表彰，是一位正儿八经的

“红顶商人”，但她具体从事什么行
业，是否是当时的首富，则没有记载。

李开元携新书《秦谜》来渝

关 注 重 庆 市 全 民 健 身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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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南川区木
凉镇玉岩铺村，村民在自
家院坝晒杂粮。立秋前后
是丰收的季节，当地农家
院坝都晾晒着五谷杂粮，
五彩纷呈，构成一幅幅别
样的丰收图景。

通讯员 夏于洪 摄

五彩院坝

◀8月5日，永川
区黄瓜山6万亩连片
梨园，游客在梨园采
摘黄瓜山梨。当天，
采果节在廖氏好客
山庄梨园举行。数
百名游客来到这里
清凉采摘，体验丰收
的乐趣。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清凉采摘

姓名：钟齐鑫
身份：中国国家攀岩队队长
名号：中国攀岩第一人
成绩：
2015年国际攀联世界杯年度

总冠军；
2015年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

赛重庆站决赛冠军；
2013年第21届亚洲攀岩锦标

赛速度赛第一名；
2013年世界极限运动会亚洲

站第二名；
2012年全国攀岩锦标赛速度

赛第一名。

走进九龙坡 感受“向上”的力量
第十三届全运会攀岩决赛今日举行 我市首度承办全运会决赛

全国第十三届运动会群众比赛攀岩决赛（下
称“攀岩决赛”）今日在九龙坡区华岩壁虎王国家
攀岩示范公园举行。来自全国的126名攀岩高手
齐聚山城，将参与男女难度、攀石、标准速度、随机
速度共8个单项的角逐。本次比赛为期4天。让
我们一起走进九龙坡，感受那些“向上”的力量。

全运会决赛保障有力

被誉为“岩壁芭蕾”的攀岩运动，集竞技、健
身、观赏、挑战于一体，是当今最具魅力的时尚
运动之一，是本届全运会新增设的比赛项目，已
被列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和2020年东京奥
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九龙坡区承办本次攀岩决
赛，是我市首次承办全运会决赛项目。

为办好本次攀岩决赛，九龙坡区专门成立了
相关筹备领导小组，下设综合组、竞赛组、场馆
组、宣传组、市场开发组、后勤接待组、安保组、医
务组、食品安全组、志愿服务组10个工作组，按
照严格而周密的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工作。

九龙坡区对比赛场地、热身区域、观众席、休

息区及赛事后勤区域进行深层改造，配备攀岩馆
热身训练区与办公区空调，增加功能房、攀岩广场
固定栏杆、观众区看台遮阳棚等，同时增设直播控
制室、灯光音控室和设备器材存放室，让攀岩场配
套更完善、功能更齐备、安全更有保障。

针对本次攀岩决赛，九龙坡区制定了高级
别的赛事安全保卫和紧急疏散方案，增加了安
检设备，加强对赛场、入住酒店治安布控；对医
疗救护和食品安全进行了严密部署，确保医疗
救护及时到位、食品卫生安全。同时针对当下
高温天气，采取了一系列防暑降温措施。

攀岩运动深入推广

本届决赛是继2017国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
后，九龙坡区承办的又一项重大体育赛事。九龙
坡区高度重视攀岩运动发展，连续3年承办国际
攀联世界杯攀岩赛，倾力打造了全国首家以攀岩
运动为主题的华岩壁虎王攀岩国家示范公园。

该公园占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公园自然
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备，是全国首家命名的国

家级攀岩主题公园。公园攀岩场占地约1100
平方米，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攀岩综合场馆，具备
承办世界顶级攀岩赛事的能力。

今年4月，九龙坡成功承办了2017国际攀联
世界杯攀岩赛。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186名
世界顶级攀岩选手在华岩壁虎王攀岩国家示范公
园上演精彩的“岩上芭蕾”。俄罗斯选手尤利娅·
卡普林娜在此创造了女子攀岩速度世界纪录。

据悉，九龙坡还将继续承办2018—2020国
际攀联世界杯攀岩赛，并积极争取世界攀岩世
锦赛首度来渝。

近年来，九龙坡深入开展攀岩运动进校园系
列活动，把攀岩运动推广到青少年群体，结合国内
赛事培养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目前，已有4所中
小学被中国登山协会授予“全国攀岩特色学校”。

同时，群众运动的蓬勃开展也让九龙坡区
相继荣膺“全国攀岩进校园示范推广区”、“全国
国际象棋之乡”、“全国柔力球之乡”、“全国健身
球操之乡”等称号。

彭光灿 王彩艳
图片由九龙坡区体育局提供

难度赛是以攀岩路线难度区分选手成绩优
劣的攀岩比赛。难度攀岩的比赛结果是以在规
定时间里选手到达的岩壁高度来判定的。在比
赛中，队员下方系绳保护，带绳向上攀登并按照
比赛规定，有次序地挂上中间保护挂索。比赛岩
壁高度一般为15米，线路由定线员根据参赛选
手水平设定，通常屋檐类型（仰角）难度较大。

随机/标准速度赛如同田径比赛里的百米比
赛，充满韵律感和跃动感，按照指定的线路，以时
间区分优劣。其中，标准速度赛是以国际统一标
准定线路，而随机速度则没有统一标准。

抱石赛线路短小，难度较大，需要较好的爆发
力和柔韧性。比赛设置结束点和得分点，抓住得
分点并做出一个有效动作得分，双手抱住结束点3
秒得分。比赛一般设4到6条线路，一条线路5分
钟时间。判定名次首先看结束点的多少，如果结
束点同样多,看得分点数量，最后看攀爬次数。

姓名：毕丁予
身份：九龙坡区育才中学学生
名号：希望之星
成绩：
2016 年凯乐石全国攀岩希

望之星总决赛少年B组女子攀石
第五名(珠海)；

2016 年凯乐石全国攀岩希
望之星总决赛少年B组女子难度
第六名(珠海)；

2015 年全国首届青少年攀

岩锦标赛少年C组女子难度第四
名(苏州)；

2015 年 全 国 攀 岩 锦 标 赛
业 余 组 攀 石 第 三 名 ( 广 西 乐
业)；

2015 年凯乐石全国攀岩希
望之星总决赛少年C组女子难度
第二名(上海）；

2015 年凯乐石全国攀岩希
望之星总决赛少年C组女子攀石
第三名(上海）。

赛事看点》》

攀岩竞技比赛分为难度、
随机速度、标准速度、

抱石四大项目

赛程安排》》

日期

8月7日

8月8日

8月9日

8月10日

时间

7:00

7:25-8:25

8:35-8:50

9:00- 9:55

18:00-18:30

19:00-21:30

7:30-8:00

8:30-11:00

18:00-18:25

18:55-19:08

19:08-20:25

18:00

18:30-19:30

19:30-20:20

20:35-21:25
7:00-7:20

7:50-8:05

8:05-9:55

10:15

项目

男／女子速度赛（随机）预赛热身区开放

男／女子速度赛（随机）预赛

开幕式

男／女子速度（随机）决赛

男子难度／女子攀石预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女子攀石预赛/男子难度预赛

女子难度／男子攀石预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女子难度预赛/男子攀石预赛

男／女子难度决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男／女子难度决赛 介绍运动员／线路观察

男／女子难度决赛

男／女子速度（标准）热身区开放

男／女子速度（标准）练习

男／女子速度（标准）预赛

男／女子速度（标准）决赛
男／女子攀石决赛隔离区开放／关闭

男／女子攀石决赛 运动员介绍／线路观察

男／女子攀石决赛

颁奖仪式

明星档案》》

九龙坡华岩攀岩公园

参赛选手在赛场做热身练习

◀8月4日，沙坪坝
区工商联青委会组织
20 多名会员来到杨梨
路等地，看望慰问在高
温烈日下坚守工作岗位
的交巡警、环卫工人和
消防官兵，为他们送去
了西瓜、南瓜等清凉解
暑用品。

通讯员 赵杰昌 摄

夏日送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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