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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北京半马选手体验冰池治疗
北京跑昨日收官 赛事保障服务再升级

■体坛速递

领头羊之战北控惜平
北京晨报讯（记者 宋翃）

昨天下午，中甲联赛进行了
榜首之争，北京北控队主场
与武汉卓尔队 1比 1握手言
和，后者依然暂居中甲积分
榜榜首位置。
本场比赛中，武汉卓尔
开局后就反客为主，多次策
动攻势威胁北控队防线。逐
渐稳住阵脚后，高洪波的球
队以对攻还击武汉队。第 43
分钟，卜鑫送出传中，戈武头

球攻门得手，帮助主队打破场
上僵局。易边后，北控队的攻
势一度占优，但戈武在第 61
分钟因大腿肌肉拉伤被换
下，导致球队不得不以全华
班应战。第 77分钟，邹仲霆
在本方禁区内防守拉斐尔时
犯规，被主裁判判罚点球，拉
斐尔主罚命中，将比分扳平。
本场战罢，两队同积 13分，
武汉卓尔凭借进球数占优排
在榜首，北控位列第二。

库里缺阵勇士取马刺
北京晨报讯 （记者 亢雪

昨天，2017-2018赛季
NBA季后赛揭开战幕，勇士
队当家球星库里因伤缺阵，主
教练科尔变阵，派出老将伊戈
达拉出任首发控卫，最终卫冕
冠军以 113比 92轻取马刺，
季后赛首战告捷。
库里因左膝伤病将缺席
首轮季后赛，此前代替他出任
控卫的是利文斯顿和库克，尤
其是后者，库里休战期间，库
克基本上都在代替“萌神”出
任首发控卫，为了让他进入季
后赛名单，勇士还裁掉了卡斯
比。但昨天，库克和利文斯顿
都没有出现在首发阵容中，勇
士排出的是伊戈达拉、汤普森
的后场组合，其余三名首发球
松）

半马选手起点处准备起跑。 北京晨报记者 史春阳 / 摄
昨天，2018 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于 7 时正式起跑， 来自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0 余名
跑者参与了这次比赛。 在男子组的争夺中，李春晖以 1 小时 06 分 02 秒的成绩夺冠，赵佰东、毕凤阳分别以 1
小时 06 分 55 秒和 1 小时 10 分 51 秒的成绩分列第二、三名。 马玉贵以 1 小时 14 分 56 秒的成绩获得女子
组冠军，富丽华、金铭铭分别以 1 小时 15 分 12 秒和 1 小时 16 分 44 秒的成绩分列第二、三名。

两万人的“金牌赛事”

作为国内历史最长的群众性
传统体育活动之一，这项被北京市
民亲切称为“北京跑”的赛事已成
为一项拥有 62年悠久历史的全民
健身盛事。2016年，
“北京国际长
跑节”正式升级为半程马拉松，全
面升级后的“北京跑”以其高质量

的赛事运营和服务赢得了“2017
中国田径协会金牌赛事”的称号。
今年，
“北京跑”比赛设半程
马拉松和家庭亲子跑两个项目，
昨天 7时分别在天安门广场和奥
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同时起跑。半
程马拉松起点为天安门广场，终

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庆典广
场，参赛人数约为 18000人。家
庭亲子跑起点为奥林匹克公园中
心区天辰东路南口，终点与半程
马拉松同为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
场，约有 600个家庭、近 2000人
参赛。

李原丰柏衍无缘正赛
北京晨报讯 （记者 葛晓

跑完能在冰池冰敷

今年，
“北京跑”为跑友们带
来了“金牌”服务和体验。赛事采
取了五级医疗体系进行医疗保
障工作，其中包括 150名医疗志
愿者、50名医师组成的自动体
外除颤仪救援队、120名医师跑
者、3个卫生服务站、10辆救护
车、4辆急救摩托车和 75名医
务人员。
为保证赛事安全、顺利举行，

赛后，可在冰池进行冰敷治疗，现
场还有 300名专业的运动防护
师提供拉伸放松服务。
对于在关门时间内顺利完
赛的选手和家庭，组委会精心
设计准备了寓意马拉松精神、
富有北京文化特色的半程马拉
松完赛奖牌和家庭亲子纪念奖
牌及证书。
北京晨报记者 宋翃

■现场

一选手患热射病昏倒被紧急送医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首席记
者 张静雅）

昨天上午，120急救
车组在北京国际长跑节半程马
拉松赛程 17.5公里处，紧急救
治一名热射病患者。患者当时神
志不清，经过急救人员救治后状
态好转，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治
疗，目前已没有大碍。（注：热射
病是指因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
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
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热
射病在中暑的分级中就是重症

昨天，经开·2018赣江新
区国际男子网球挑战赛在赣
江新区中昌红网中心展开男
单资格赛决胜轮的较量。资
格赛首日成功闯关的两位中
国球员李原丰和柏衍均以 0
比 2不敌各自的对手，无缘
正赛。
李原丰和日本选手关口
周一的比赛在中央球场举行，
对手在本周的 ATP积分榜上
排名第 457位。虽然身高只
有 1.68米，但快速的脚步让
他比李原丰更适应中昌红网
中心的红土场。首盘比赛，关
口周一以 6比 3胜出。第二
盘他乘胜追击，以 6比 1锁
倩）

本次赛事共选派 230名田径裁
判员及 2100名竞赛志愿者进行
沿线的保障工作。同时，沿线增设
30台 AED移动医疗救援服务，
加强沿途医疗流动监控，随时应
对突发状况。为了提升参赛体验，
更好地满足跑者需求，组委会还
在终点区设立了 20个、共计 300
平方米的冰池区，和 1000平方
米的补给和拉伸区，参赛选手完

中暑，是一种致命性疾病，病死
率高。）
据急救人员称，当时半程
马拉松赛程 17.5公里处一名
男运动员突然昏厥，工作人员
将他送到急救车上。急救人员
告诉记者，当时运动员已经失
去意识，体温也特别高，“ 我们
经过检查初步判断，他是患上
了热射病。”急救人员随即将
患者移至通风阴凉处，用冷水
擦拭皮肤，并补充水分，持续

监测其体温，急救后，其情况
明显好转。
昨天下午，记者在 306医院
急诊室见到了这名运动员。他称
自己是长跑爱好者，经常参加马
拉松赛事，此前从未在跑步中感
到不适，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
突然晕倒。“可能是因为我赛前一
晚有些兴奋，没睡好。非常感谢急
救医生及时救治，以后在赛前会
注意休息。”
线索：吴女士

员是杜兰特、格林和麦基，这
套首发阵容在常规赛中从未
用过。
开场后，勇士打出不错的
进攻效率，伊戈达拉持球增
加，对马刺形成一个错位的优
势，卫冕冠军在前三节逐渐确
立大比分优势，最终在季后赛
首轮首战大捷，总比分 1比
0领先。勇士队五人得分上
双，克莱·汤普森得到 27
分，杜兰特得到 24分，还有
8个篮板、7次助攻，麦基得
到 15分，格林得到 12分，
还有 8个篮板、11次助攻，
利文斯顿得到 11分。常规
赛期间因伤缺席多数比赛的
马刺队当家球星莱昂纳德本
场依旧缺阵。
定胜局。
在另外一场比赛中，资格
赛 6号种子柏衍遭遇头号种
子、法国人埃斯考菲尔。最终
ATP排名第 555位的前者以
2比 6和 1比 6败给了排名
353位的对手，无缘正赛。
整场比赛耗时 1小时 13
分钟，刚刚改过发球动作的柏
衍的一发成功率继续走低，只
有 35%，对手的一发成功率
则有 53%。在一发和二发得
分率上，他分别有 53%和
28%，均低于对手。发球方面
的劣势让他的发球局被破发
了 5次，而同样在拿到 6个破
发点的情况下，他只成功回破
了一次。

红色越野赛延庆开赛
北京晨报讯（记者 宋翃）

4月 14日到 4月 15日，首届
北京大庄科百公里红色越野
赛成功举办。
此次赛事是京津冀地区首
个红色越野赛，赛道位于北京
延庆大庄科开放式红色体验基
地范围内，比赛线路途经多个
平北红色遗迹遗址，分为 100
公里、50公里、16公里三个组

别，共计有来自全国的 700名
越野选手参加本次比赛。
比赛历时 16个小时，50
公里男子组冠军是 042号选
手李佳佳，成绩为 5小时 41
分 43秒，江寒和何浪分获二
三名；50公里女子组冠军得
主是 013选手陶燕茹，成绩
为 6小时 54分 51秒。金五
妹和赵秀娟分获二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