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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爵士完成4人大交易 3悍将可成交换乐福筹码

布鲁塞尔，2014年7月12日

（体育）（4）首届欧洲健身气功运动会在比利时举行

7月11日，健

身气功爱好者们在比利时蒙斯的市政厅广场上进行表演展示。 7月10日至15日，由国际健身气功联合会主
办的首届欧洲健身气功运动会在比利时南部的蒙斯市举行。本次运动会包括健身气功论坛、表演展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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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培训以及段位考试等内容，吸引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余支代表队前来参加。 新华社记者龚兵摄
体育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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