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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小娟 实习生 张海心

本报讯 3月5日上午，体彩
杯“全民健身，幸福中原”河南省
第十一届中原武术大舞台（郑州
展示赛区）在郑州市碧沙岗公园
举行了开幕式。

本次活动由来自河南省各
地市武术协会代表队以及郑州
市各县（市）区武协、各直属委员

会、研究会、拳馆等81个单位，
共1300多人参加。这些参赛选
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最大
的已经75岁。现场有一位两鬓
斑白的大妈来回穿梭在队伍中
不停地忙碌着，她是来自火车头
健身俱乐部的会长王爱芳女
士。今年72岁的她带领6支队
伍前来参赛，将近20年的时间
里由她发起并组织的健身队伍

已有2000多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展示

节目种类繁多，有两仪齐首棍、
春秋大刀、盘龙棍等传统项目和
杨式、吴式、陈式、李式、武式太
极拳，还有太极功夫扇、太极刀
等太极拳械表演。河南省体育
局副局长梅宝菊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今年还将进一步加大
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军

营、进小区、进农村的全民普及
健身运动，弘扬河南优秀的文化
传统，展现咱们中原人积极向上
的精神风貌。”

据悉，本次活动是由河南省
体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河南省
武术协会、郑州市武术协会等共
同承办，将于3月6日结束。

□记者 王小娟
实习生 张海心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郑开
国际马拉松组委会获悉，截至
3月4日，2015郑开国际马拉
松报名工作已全部结束，
47000个名额已经全部报满。
3月29日大赛将在郑开大道
鸣枪开跑，来自30多个国家的
47000名运动员及马拉松爱好
者将一起在春天热情奔跑。

本届郑开马拉松赛报名
工作自去年11月底正式启动
后，采取现场报名和网络报名
相结合的方式。全程和半程
马拉松各预设名额7000名，5
公里迷你马拉松预设 33000
名，共计4.7万人，报名情况异
常火爆，赛事规模也达到了历
史最高。此外本届赛事亮点
颇多。为了确保每一位选手
的净成绩精准有效，半程马拉
松项目首次增加一次性电子
感应计时芯片。全程项目将
继续使用一次性计时芯片进
行电子计时。

令人欣喜的是，郑开马拉
松组委会受台湾马拉松赛事
筹备委员会邀请，5月3日将
组织郑开跑友团前往台湾新
竹县竹北市参加首届台湾马
拉松赛。郑开跑友会的跑友
们只需要自理往返机票的费
用，其余四天三夜的食宿费全
部由台湾马拉松赛事筹备委
员会包揽。即日起至3月10
日这项难得的赴台参赛活动
将开始接受郑开跑友会跑友
们的报名。详细信息可以登
录郑开马拉松官网进行查询。

□记者 王小娟 实习生 张海心

本报讯 3月7日，武林风
环球拳王争霸赛将在河南卫视
8号演播厅揭开序幕，当晚从
21:50至 24:00河南卫视将进
行现场直播，总计九场比赛，场
场火爆局局精彩。

谁能成为WLF首位“世界
功夫王者”，中外十六强将会分

组激烈厮杀。第一组堪称“死亡
之组”，S-1世界金腰带拥有者

“坦克”邱建良、中国泰拳锦标赛
冠军郭冬旺，分别对阵2012年
WAKO世界冠军“麻醉师”安东
尼奥，以及赫赫有名的“金童”江
通猜。久经沙场、风格强悍的中
国勇士孙维强，将对阵曾获得
WPKL欧洲冠军、K-1欧洲区
八人赛亚军、WMC洲际冠军、

WFCA中量级世界冠军的荷兰
名将马克·皮克。

据了解，3月7日当天直播
的还有世界冠军鄂美蝶，名将

“入云龙”董文飞、王伟豪等人的
比赛，董文飞将迎战泰拳王瑟亚
帕。2013年瑟亚帕连续击败孙
维强、李乾坤夺走了WLF75公
斤洲际金腰带，董文飞此战誓为
中国勇士复仇！来自顺远搏击

的小将金鹰，将迎战曾获2009
年 WKA 欧洲冠军、2012 年
WKA世界冠军的葡萄牙强将
鲁伊·布雷西诺。此外从今年3
月到6月，武林风会在每个月期
间从四位世界顶级选手中产生
一位分站冠军，这四位分站冠军
将于7月份争夺WLF首位世界
功夫王者。

据新华社悉尼3月5日体
育专电 记者5日从广州恒大淘
宝足球俱乐部了解到，在3日训
练中受伤的巴西外援阿兰左腿
十字韧带撕裂，将预计休战五个
月；4日晚比赛中受伤的曾诚经
检查眼睑下侧和颧骨处有五处
骨折，预计休战一个月，而金英

权则没有大碍。
据了解，阿兰是在3日下午

的赛前训练中意外受伤的，后经
核磁共振检查，确定为左腿十字
韧带撕裂，需要手术，预计伤停
五个月。

而在4日晚恒大与西悉尼
的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时，曾

诚出击脸部与金英权头部相撞，
经过15分钟治疗后才被抬出场
外。经拍X光片及CT检查，发
现眼睑下侧和颧骨处有五处骨
折，所幸没有错位，身体其他部
位均没问题。医生建议不用手
术，静养即可，预计伤停一个月，
而金英权并无大碍，不影响之后

的比赛。
广州恒大的下一场比赛将

在9日中超首轮主场迎战升班
马石家庄永昌队。门将位置上
预计李帅将顶替曾诚，而阿兰的
位置或将由郜林接管。

阿兰十字韧带撕裂伤停五个月

曾诚五处骨折休一个月

武林风残酷16人大战本周六火爆开演

河南省第十一届中原武术大舞台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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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分类广告

包装印刷

●手提袋纸盒礼盒86050919
●无纺布袋制品13938199998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求购物资设备

●制药机电设备13949015083

●闲置物资设备13783682499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闲置设备废旧物资66661122
●设备物资饭店13203843288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68767259

培训招生

●专本硕学历/会计证/经济

师/护士证15937121578
●高考数学包教包会55050830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医师证药师证学历证66565839
经济会计工程师职称66565839
地铁高铁专业
招生65393706

河南中医学院
按摩师、小儿推拿班、心理

咨询师、公共营养师、针灸、

中药调剂员、修脚师培训鉴

定,常年招生颁发双证推荐

安排工作，即日报名电话

0371-65680198 65676866
实战建筑培训
设计造价施工0371-86100753

专学建筑技术
造价识图施工钢筋67100519
建大造价培训
金水：63716882二七：53632683

招聘

●聘校长、招生教务处主任

、招生办文员、地市县招

生代理13503861013
●合肥亿帆药业诚聘省内空

白区域人员15037188495黄
●公安厅文印中心招聘电脑打

字排版3名电话13592589279

●招医护、检验师65325120
●金水升龙门诊体检中心聘放

射、影像、内科、中医、护

士、外联营销18639009842
●招餐厅经理1名13253677712

求职

●资深会计师13393737341
●民建师、总工13937160084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8、29版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正规刑商律师18903716695
●现金收购欠条！找人，难事

帮办！13213240271范先生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要账专家86169619
《合法☆要账》
20年经验、律师策划、事成收费

快速合法、豪华组团、实力见证

面向全国、欢迎洽谈、合作加盟

郑州东区电话:13071022966
郑州西区电话:18838272316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济源分部电话:18103896316
平顶山分部电话:18937569893

抵押贷款

恒裕典当行
车房黄铂金钻名表票据物资

抵质押68902666/69822333

工商咨询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QS●生产许可证56789370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全市低价注册增资55528822

●53311990全省资金免费注册

●专办省内投资公司、资产管

理、金融服务1314001567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业办各种资质63702222
●注册增资变更记账65251888
●低价快办公司15136237356
●工商许可证代办13384009701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7天快速注册√
15515501559★13027606666
龙盛工商咨质
专业低价代办公司注册各类

资质、企业及个人金融服务

0371-65675361、65675363
免费工商66668281
快办公司68268888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635883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