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次 队名 场次 积分

1 上海上港 10 22

2 广州恒大 10 21

3 北京国安 10 21

4 山东鲁能 10 19

5 广州富力 10 15

6 江苏舜天 10 15

7 上海申花 10 14

8 石家庄永昌 9 14

9 辽宁宏运 10 13

10 河南建业 10 12

11 天津泰达 10 12

12 杭州绿城 10 10

13 重庆力帆 10 9

14 长春亚泰 9 7

15 贵州人和 10 6

16 上海申鑫 10 4

将将拼拼搏搏的的精精神神传传承承下下去去
本报记者 尹成君

“来了这么多观众！”当参
加过四次残奥会的三金得主
吕晓磊看到座无虚席的看台
时，不由得被总决赛的气势震
惊了。在全国助残日里，近千
名观众正是凭借着对残奥冠
军的敬仰走进了山师体育馆，
扶残助残的爱心纽带正在球
员与观众、球友之间传递。

吕晓磊是残奥冠军队中
较为年长的球员，第一场决
赛，自然是他带头冲锋陷阵，

第一局吕晓磊利用自己前三
板的优势以11:9旗开得胜，但
是鲁能队员张俊天在第二局
放松了心态大打对攻，尤其是
9 : 3领先后与吕晓磊互放高
球，赢得了观众的齐声喝彩，
并以11:5扳回一局。之后双方
完全放开，吕晓磊也是越战越
勇，以11:9和13:11率先赢下一
场。看台上有不少是慕名而来
的山师师生，而在残奥冠军队
的阵容中，吕晓磊、茅经典、林
焕等人也都是山师的学生，因
此，见惯了大场面的吕晓磊在

赛后还是一个劲地说“太紧
张”，“场下坐着的都是我的老
师和同学，因此很担心在他们
面前发挥不好，不过第一局后
适应了比赛状态，后面打得还
不错。”

对于整个残奥冠军挑战
赛，吕晓磊也是有始有终，几
乎打完了每一轮的比赛，他
说：“挑战赛把球友们请过
来，然后我们自己也走出去，
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
解到残疾人乒乓球，同时也
将球员奋力拼搏的精神传承

下去。”在总决赛上出战的茅
经典、雷丽娜、王聪以及张超
越等球员也是随队打完了历
时半年的挑战赛，可以说每
一轮的比赛都是他们的一次
进步。随着总决赛的结束，中
国残疾人乒乓球队即将出征
德国公开赛，这是里约残奥
会的一次重要积分赛，大战
在即，半年的练兵效果也将
得到一次检验，当国家队获
得骄人成绩时，荣誉簿中也
有那些挑战残奥冠军的球友
们的一份功劳。

奥运冠军马琳

泉城助阵绿色骑行

本报讯（记者 许恺玲） 16

日一早，大型环保公益骑行活动
“19日夜·19座城·骑动全城”在银
座商城门前正式启动。此次骑行
活动面向社会骑行爱好者进行招
募，主办方根据线路难易程度分
别设置了“骑士营”、“自由营”、

“亲子营”、“甜蜜营”等不同阵营
供参与者选择。

本次骑行活动是银座19周年
司庆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作为
省内领军商企，银座希望通过此
次活动推动骑行运动在普通市民
中的普及，倡导绿色出行的环保
理念。

同时，银座还特别邀请了前
乒乓球奥运冠军马琳前来助阵，
马琳现场号召大家积极参与骑
行，倡导低碳出行，除此之外更亲
自穿上骑行衫，与全城骑友一起
出发，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出行
理念。

骑行过后，马琳一行来到银
座商城5楼的李宁专柜进行现场
签售活动，现场早早即有大批马
琳的球迷以及骑行爱好者在等
候，随着马琳的现身，现场气氛瞬
间被引爆。签售活动开始之前，马
琳还与现场的热心球迷进行了球
技切磋，“虽然实力上跟马琳无法
相提并论，但是作为乒乓球爱好
者，有机会与马琳这样的奥运冠
军过招已经十分兴奋了”。一位有
幸与马琳切磋的小球迷说到。而
另一位与马琳切磋球技的女球迷
不仅赢了马琳一个球，马琳还在
她的球拍上签名留念，这让女球
迷激动不已，开心地拿着球拍对
身边人说，“这一个球拍我一定要
好好珍藏。”

据主办方统计，本次“19日
夜·19座城·骑动全城”大型公益
骑行活动共有近600名骑友报名
参加，其中年纪最小的骑手年仅4

岁，年龄最大的骑手已近80岁，骑
行路线全程近63公里，骑完全程
最短的队伍仅用时不足三小时。
与此同时，为将绿色生活、低碳环
保理念落到实处，银座还将代表
全体参与本次骑行活动的骑友向

“中华环保基金会”捐赠环保公益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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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成君

17日下午，近千名热心观
众与球友将山师体育馆看台坐
得满满当当。在他们中间，有山
师的学生，也有中国残疾人乒
乓球队的老朋友，他们通过自
己的方式在全国助残日向残奥
冠军们表达着敬意与支持。

这次总决赛，山东鲁能乒
乓球俱乐部不仅派了一支代表
队出战，同时俱乐部副总经理
蒋玉峰还带领着鲁能男、女队
主教练郭刻历、于国鹏，以及队
员郝帅和吴颢前来观看比赛。
在比赛间隙，教练和队员还共
同为济南市特殊技能培训基地
的孩子们赠送了乒乓球拍。

鲁能乒乓球俱乐部与中
国残疾人乒乓球队一直有着很
深的渊源。据国家队总教练袁
锋介绍，在2008年备战北京残
奥会的关键时期，吕晓磊等三
名国家队的优秀选手就来到鲁
能俱乐部与队员一起进行职业
化训练和比赛，技术提升很快，
并在北京残奥会上一鸣惊人获
得了多枚金牌。而在本次总决
赛上，三名鲁能队员职业化的
精湛表现也让与之对垒的残奥
冠军受益匪浅。蒋玉峰说：“我
们与中国残疾人乒乓球队合作
多年，大家的关系都很密切。能
在助残日响应这项公益活动，
教练和队员们都很高兴。”

看过张俊天与吕晓磊的

比赛，队员的表现和残奥冠军
的拼劲让蒋玉峰深有感触：

“通过比赛我们能感到残奥冠
军不服输的精神，他们只有平

时刻苦训练，在日积月累中克
服心理和生理的不利因素，才
能达到如此的高度，我们的队
员一定要学习他们的精神。”

老老朋朋友友捧捧场场，，带带来来敬敬意意与与支支持持

中超积分榜
(截至5月17日)

乒乒乓乓球球残残奥奥冠冠军军挑挑战战赛赛昨昨日日进进行行总总决决赛赛

助助残残日日里里

乒乒乓乓架架起起爱爱心心桥桥梁梁

吕晓磊参与了整个残奥冠军挑战赛。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鲁能乒乓球俱乐部教练为小球迷赠送球拍。本报记者 张中 摄

本报讯（记者 尹成君）
5月17日是第25个全国助残

日，“我要更强”乒乓球残奥冠
军挑战赛总决赛如期在济南
市山师大体育馆内举行。本次
挑战赛历时半年，中国残疾人
乒乓球奥运冠军的足迹几乎
走遍齐鲁大地，终于在5·17这
个充满关爱与互助的日子里
来到山师大校园内，与现场近
千名热心的观众和球友一同
分享总决赛的快乐与激情，用
自己的励志故事和拼搏精神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谱写新
的篇章。

乒乓球残奥冠军挑战赛
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举办，半
年时间里，中国残疾人乒乓球
队敞开训练基地的大门，欢迎
全省各路乒乓球好手前来挑
战，同时也将擂台摆到山东各
市，与当地球友面对面交流经
验、切磋技艺，济南、日照、莱
芜、滨州、潍坊等地都留下了
他们的足迹，精湛的球技和自
强不息的精神深受球友们的
称赞。

5月17日下午3点总决赛
正式开幕，首先进行了国家残
疾人体育训练基地揭牌仪式。
随后，由吕晓磊领衔的残奥冠
军队对阵鲁能乒乓球俱
乐部和山东师大联队。
第一场比赛，作为队中
的老大哥，吕晓磊充当
先锋以3:1战胜了山东鲁
能队的张俊天。

第二场比赛由广州
亚运会冠军闫硕对阵鲁能
队的李世伦，闫硕在6岁时
因车祸失去了右腿，他以惊
人的毅力打起了乒乓球并获
得了亚洲冠军。比赛中，闫硕
拄着一根拐杖，尽管移动速度
没有李世伦迅速，却凭借敏锐
的预判和迅猛的手上动作与
李世伦周旋，虽然最终以0：3
落败，但是他的每一个好球都
赢得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喝
彩，经久不息的掌声也将总决
赛推向高潮。

第三场女单比赛由伦敦残
奥会冠军茅经典对阵鲁能女选
手张梦瑶。双方的比分一直咬
得很紧，茅经典最终以1:3遗憾
败北。接下来的两场双打比赛
由残奥冠军队对阵山师队。作

为一支老牌大学生球队，山师
队同样实力不俗，在全国大学
生运动会上获得过第五名。最
终残奥冠军队由雷丽娜和杨倩
组成的女双获胜，而由聋奥会
冠军王聪、张超越组成的男双
则憾负对手，总决赛也在观众
的掌声中落下了帷幕。

尽管本次挑战赛告一段
落，但挑战仍将继续。中国残
疾人乒乓球队总教练袁锋说：

“我们在助残日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进行总决赛，正是向球迷
传递着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
神和扶残助残的主题，挑战赛
虽然结束了，但我们依旧继续

接受挑战，随时欢迎球友来训
练基地和我们交流切磋。希望
能有更多的残疾人孩子在家
长的陪伴下来看球练球，也希
望更多的爱心人士关心支持
残疾人体育事业，让每一位残
疾人都能享受到全民健身带
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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