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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8 项赛事活动发出邀约

跟谁走，你定!
长江日报记者朱文秀

通讯员胡健

本周末，2020 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将迎来自 8 月 8 日开幕以来赛事活动最密集的一个周末，网球、跆拳道、气排球、保龄球、徒步、门球、
皮划艇 7 项赛事活动将轮番上阵，加上周末举行的“长江杯”职工足球赛，喜欢运动的市民要犯难了——在这个“最燃周末”里，跟谁走？

本周赛事
保龄球比赛
时间：
9 月 18 日 8:30-20:30
9 月 19 日 8:30-21:30
9 月 20 日 8:30-15:00
地点：
泛海城市广场一期 6 楼康霸保龄球馆

跆拳道比赛
时间：
9 月 19 日 9:00-17:00
9 月 20 日 8:00-17:00
地点：
武汉体育馆

气排球比赛
时间：
9 月 19 日 8:30-18:00
地点：
青山军运会沙滩排球场

网球比赛
时间：
9 月 19 日 8:00 开始
9 月 20 日 8:30 开始
地点：
塔子湖全民健身中心

皮划艇体验活动连续第五次与你相约，
来吧。

新媒体平台抢播保龄球

长江日报记者余倩 摄

球赛事，杨明、赵新、朱保洲等我省业余网球
名将都将参战。

本周五，2020 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保龄
球赛将拉开最燃周末的序幕，在泛海一期城
市广场康霸保龄球馆，来自武汉的近百名保
龄球高手将按年龄和组别参加老年单人组、
成年单人组、成年双人组、成人三人组、成年
全能组和团体组 6 个组别的角逐，赛事为期 3
天。省保龄球协会主席赵发明表示，这将是
武汉业余保龄球界水平最高的赛事。斗鱼、
抖音、快手等 8 个新媒体平台将直播最后一
天的赛事。

“网”尽湖北武汉高手
19 日是周六，全民健身运动会还将迎来
网球、跆拳道、气排球三项比赛。和去年一
样，网球比赛将继续在塔子湖全民健身中心
网球场开战，来自武汉企、事业机关和单位
及业余俱乐部的 40 支球队、共计 400 余人将
进行为期两天的团体赛角逐。据介绍，这将
是湖北武汉地区历年来水平最高的业余网

全国冠军助阵跆拳道比赛
跆拳道比赛将在武汉体育馆举行，这将
是武汉体育馆继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式暨体育舞蹈比赛、击剑比赛后，第三次成
为全民健身运动会的赛场。
本次比赛将是武汉跆拳道后备人才的
一次大检阅，来自武汉市各跆拳道培训机
构的 500 名青少年将按年龄段参加竞技和
品势两个大项的角逐，参赛队员年龄在 6 岁
至 13 岁之间。比赛当天，武汉跆拳道协会
的表演示范团还将进行精彩的特技表演，
成员全部是全国冠军，甚至还有世界前三
的品势高手，喜欢跆拳道的市民届时可以
一饱眼福。

军运会场馆去玩气排球
去年全民健身运动会气排球比赛在田

全民健身足球群

全民健身保龄球群

径场上举行，曾引发市民热议。今年，组委
会将气排球比赛再次搬离室内，来到了军运
会沙滩排球场。
青山江滩沙滩排球中心是去年武汉军
运会沙滩排球比赛的赛场。将军运会场馆
资源再利用，让市民在世界级场馆参与全民
健身运动会，是全民健身运动会主题系列赛
事“活力江城”重点打造的创新之举。本次
比赛将有 25 支球队 300 多人报名参赛，这将
是武汉今年规模最大的气排球比赛。为了
推广气排球这项运动，主办方还招募了 50 名
市民参加现场体验活动，他们将现场接受培
训，
现场组队参赛，
梦回“武汉军运时刻”。

系列赛事之一，也是全民健身运动会再次在
江夏举办比赛活动。徒步爱好者将在不到 2
个半小时的时间内打卡江夏新农村和乌龙
泉茶场，完成 12.8 公里的行程。在呼吸乡野
新鲜空气的同时，感受新农村建设成果，这
样的户外体验将会让你毕生难忘。

两场体验活动让你过足瘾
除上面五场比赛，全民健身运动会的市
民体验活动本周末仍将继续。
19 日上午，门球免费培训教学活动将
在汉口江滩门球场举行，这将拉开全民健
身运动会门球比赛的序幕。门球运动被誉
为“高尔夫和撞球的混血儿”，老少皆宜，年
满 7-65 岁的市民均可参加，现场将有武汉
门球协会的专家老师免费培训。
此外，20 日上午，全民健身运动会皮划
艇比赛暨中国武汉第一届环东湖马拉松比
赛组委会将继续举办皮划艇培训活动，这
也是皮划艇项目连续 5 个周末举办市民体
验活动。

900 人徒步江夏
秋高气爽的 9 月是徒步健身的最好季
节。20 日上午，将有 900 名来自武汉及周边
城市的徒步爱好者聚集江夏乌龙泉街茗泉
谷，参加 2020 武汉全民健身运动会徒步大赛
暨第三届农民丰收节徒步活动。
这是全民健身运动会“走读江城”主题

全民健身户外运动群

全民健身门球群

徒步比赛
时间：
9 月 20 日 9:00-11:30
地点：
江夏乌龙泉街

门球体验
时间：
9 月 19 日 8:30-11:30
地点：
汉口江滩门球场

皮划艇体验
时间：
9 月 20 日 9:00-11:00
地点：
武汉市水上运动学校

“长江杯”职工足球赛
时间：
9 月 20 日 15:00 开始
地点：塔子湖全民健身中心足球场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你喜欢的运动
群，
各种活动等你报名参与。

全民健身游泳群

全民健身击剑群

“长江杯”职工足球赛全面开战

争冠热门亮出 8 人制比赛取胜秘籍
长江日报记者马万勇
9 月 13 日，2020“ 长江杯”第三届武汉职工足球赛全面开战，参加 8 人制比赛的 32 支球队分成 8 个小组展开较量。那么问题来了——相比大家熟知的 11 人制足
球或 5 人制足球，8 人制足球在国际足联的职业联赛体系内是不存在的，因此对于不少球队来说，如何掌握与掌控 8 人制足球的特点是个难题。为此，长江日报记
者也在首个比赛日后特意向两支争冠热门球队的主教练“取经”，听他们讲述球队在训练、比赛中的技战术要求。

东风 Honda 主教练曾凡化：
场地小 多射门

尚文体育队员在武汉体育中心足球公园合影。

应文 摄

东风本田是武汉业余足球界的传统强队，
该队早在 2008 年就夺得全国业余足球赛冠
军，放到今天就相当于中冠联赛冠军，是一项
含金量极高的锦标。
曾凡化是东风本田队的元老球员，如今出
任球队主教练。在 2018 年的首届“长江杯”武
汉职工足球赛中，东风本田就曾夺得 8 人制冠
军。
“去年我们没有参加 8 人制比赛，今年重新
回来，
目标肯定是冲着冠军去的。
”
曾凡化说。
与 12 年前的巅峰时刻相比，今天的东风
本田队球员年龄结构有些老化，基本上是“80
后”球员。但在首轮比赛中，他们面对青春汉
阳队，最终 5:1 击败对手。
“8 人制的场地只有
11 人制足球场的一半，单位面积内的人更多
了，攻防的节奏也比较快，因此也有一些区别
于 11 人制的踢法。”曾凡化告诉记者，最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多射门。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是
要求尽量从边路打开缺口，达到撕扯对手防线
的目的，
当然最终皮球还是要发展到禁区附近，
这个时候我会要求队员抓住机会就射门，毕竟

场地不大，
多射门还是有很大机会得分的。
”
曾凡化还特别告诉记者，由于 8 人制球场
不大，边路传中尤其是高空球传中的威胁并不
大，只要对方门将不是太差，很容易就能把空
中球处理掉。
“其实在 8 人制比赛里，被对手突
然断球打反击是非常危险的。无论是对方后
卫断球还是守门员断球发动快攻，压上进攻的
一方都会很难受，毕竟只需要几次传递就可以
打到本方门前。”曾凡化说：
“所以‘高位逼抢’
战术我们也是分时间段使用，一方面考虑球员
的体能，一方面也是因为 8 人制足球场地小，
双方射门、进球的几率都比 11 人制比赛多，所
以防守上需要特别注意。
”

尚文体育主教练胡鑫：
进攻坚持“走地面”
与东风本田同组的尚文体育虽然是首次
参赛，但他们的名头一亮出来，就引起了本届
武汉职工足球赛其他参赛球队的重视。原来，
武汉尚文是一家以青训为基础的职业足球俱
乐部，俱乐部旗下的武汉三镇队目前正在积极
备战新赛季的中乙联赛，并且引进了如前国脚

邓卓翔、周燎等多名强援，
赛季目标直指中甲。
一支拥有职业足球背景的球队参加职工
足球赛，还能不能一起愉快地玩耍啦？大家不
要误会，因为职业球员是不能参加职工足球赛
的，长江日报记者在采访尚文体育主教练（8 人
制）胡鑫时也为大家“摸了底”。胡鑫说：
“这是
我们第一次组队参加职工足球赛，还是抱着学
习的态度来的。至于我们球队的组成，基本都
是俱乐部青训板块的工作人员，比如队务、翻
译等，也有部分青训教练员。”在首轮比赛中，
尚文体育 5:2 战胜了人员不整的江大女足，赢
得开门红。
说起 8 人制足球，在武汉尚文青训 2004 年
龄段任教的胡鑫告诉记者，主要阵型就是 331
和 241 两种，大家可以根据各自球队的实力来
选择或切换。和曾凡化一样，胡鑫也认为 8 人
制比赛 45 度角起高球传中的效果不大，因此
射门方式还是应该多以“走地面”为主，即便
边路传中也应该是以平快球为主。
“ 我们队大
部分球员都是‘80 后’，年龄结构在职工足球
赛里算是中档吧。说是夺冠热门实在不敢
当，首要目标还是小组先出线，然后再争取更
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