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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纵横 >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10月 3日晚，2015
男篮亚锦赛决赛中，中国男篮以
78∶67战胜菲律宾队，以九战全
胜的战绩捧得冠军奖杯，时隔4
年重返亚洲之巅。在中国男篮拿
到队史第16个亚锦赛冠军的同
时，也获得了直通2016年里约奥
运会的入场券。本届赛事中，19
岁的河南小伙周琦当选“最佳中
锋”，被外界视为中国男篮未来的
希望。

在过去四届亚锦赛中，伊朗
队3次夺冠，中国男篮仅2011年
在家门口武汉问鼎冠军。随着姚
明、巴特尔和王治郅等一批老将
退役，一向在亚洲称霸的中国男
篮陷入了历史最低谷。此次出战
亚锦赛的中国男篮平均年龄只有
24岁，12名球员中有8名球员是
90 后，只有 5 名球员打过亚锦
赛。这支年轻的队伍在本届亚锦
赛上连克韩国、伊朗、菲律宾等强
敌，7名首次参加亚锦赛的年轻
球员均有出色发挥，以9战全胜
的战绩捧得冠军奖杯。在经历青
黄不接的低谷之后，年轻的中国
男篮有望迎来新辉煌。中国男篮
主帅宫鲁鸣表示，通过这次亚锦
赛的历练，年轻的新一届中国男
篮将会走得更远、更好。

19岁的河南小伙周琦是中国
男篮在本次亚锦赛中最大的发
现。赛后，他荣获本届赛事的“最
佳中锋”称号，而易建联则成为
本届比赛的MVP。本届大赛是
周琦职业生涯首次参加亚锦赛，
周琦场均贡献2次盖帽、9.9分以
及6个篮板球，在场均盖帽榜上排
名第二。在中国男篮小组赛对阵
韩国队那场关键战役中，在周琦
的带领下，大比分落后的中国男
篮在最后一节完成强势逆转，也
让周琦一战成名，决赛中，周琦拿
到16分14个篮板球，成为中国男
篮夺冠的重要功臣，当选“最佳中
锋”实至名归。

新乡小伙子周琦自小前往辽
宁练球，凭借出众的身体条件和
技术，他逐步成长为中国男篮主
力中锋，这位身高2.17米的“未
来之星”被誉为姚明的“接班
人”。目前周琦效力于CBA球
队新疆队，赛后，周琦已经返回

新疆队为新赛季的CBA展开备
战。周琦透露，他计划在本月
下旬的时候，来到郑州开设一
个青少年篮球训练营。“我办篮
球训练营的最大目的是回报家

乡，我从老家出来比较早，这
么多年，也没什么机会回报家
乡父老对我的支持，希望帮助河
南篮球、中国篮球发现更多的好
苗子。”周琦说。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10 月 1日至 3
日，由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
中心主办的2015年河南省
体育舞蹈锦标赛在郑州大学
西亚斯国际学院综合体育馆
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1日晚间
的开幕式展演舞美设计独具
匠心，精彩纷呈。其中，由
郑州师范学院残疾人艺术

团表演的曾在央视《出彩中
国人》中夺冠的节目《妙笔
生花》，将整个开幕式推向
高潮。河南省体育舞蹈锦
标赛是省内体育舞蹈的顶
级赛事，自2002年开始，已
连续举办13届，从最初200
人的参赛规模，到今年已有
来自省内外近 2000 人参
与。并因参赛人数之多，成
为国内屈指可数的体育舞
蹈专项赛事。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10月6日，中国
女足甲级联赛第三阶段的比
赛在山东潍坊开战，河南徽
商女足 4∶0 大胜湖北武汉
队，娄佳惠和董佳宝各有两
球入账。

与女超的主客场赛制不
同，本赛季的女甲采用赛会
制，7支参与球队总共要在三
站比赛里轮番交手。首阶段
比赛于4月在义乌站举行，第
二阶段则于7月在西安展开
较量。此次山东潍坊是本赛

季女甲联赛的最后一站，目
前，山东队积 18 分排名第
一，河南徽商女足积16分紧
随其后。按照中国足协今年
的竞赛规则，女足中甲的第
一名直接晋级女足超级联
赛，女足中甲的第二名则需
与女超第7名通过附加赛来
争夺另外一个女超的席位。
今日，河南女足将迎来陕西
女足，10 月 10 日、10 月 12
日，还将先后对阵四川女足
和山东女足，接下来女足姑
娘们将全力以赴，争夺唯一
的冲超名额。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下午，2015
年河南省首届马术锦标赛在
河南地里国际马术俱乐部落
幕。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
局、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项
运动管理中心主办，共吸引
了来自全省17支代表队的
40余名骑手参赛。比赛设有
绕桶赛、青少年场地障碍赛
A 组（地杆赛）、B 组（30—
50cm 级 别）、C 组（60—
90cm 级别）等四个竞赛项
目。对于鲜有机会现场观看
马术赛事的河南“马迷”来
说，能这么近距离地观赏正
式大赛，不得不说是一次享
受。“绕桶赛极具美国西部牛

仔风情，场地障碍赛淋漓尽
致地展现了人马合一。”在比
赛现场，河南省自行车现代
五项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全
钧高兴地给记者介绍着，“每
一个项目，每一名骑手，都在
马术项目人与马的完美配合
中传递出儒雅的绅士气派和
高贵气质。”

谈及举办本次比赛的初
衷和意义，马全钧说：“这是
我省首次举办马术项目锦标
赛，目的一方面是为全省广
大马术爱好者搭建一个相互
切磋、一显身手的平台，进一
步促进马术运动在我省的普
及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希
望借助赛事发现苗子选手，
为我省马术队补充优秀的后
备力量。”

□记者 王玮皓

本报讯 10月5日，由河
南省太极拳协会主办的“第
二届陈正雷太极年会暨第十
七届国际太极拳高级培训
班”在陈家沟太极拳国际交
流中心开幕，来自十多个国
家的近千名拳友参与其中。

此次活动由为期两天的
太极年会和为期四天的国际

太极拳高级培训班两大板块
构成。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陈氏太极拳代表性传承
人、陈氏十九世太极拳第11
代嫡宗传人、中国国家武术
研究院唯一陈氏太极拳专家
委员、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
段、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
陈正雷大师全程领衔，携30
余名杰出导师与来自世界各
地的近千名拳友交流互动。

计划本月下旬在郑州办训练营

周琦要为河南篮球出把力

世界军人运动会在韩国举行

“亚洲飞鱼”宁泽涛连获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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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雷太极年会开幕

河南体育舞蹈锦标赛举行

□记者 王小娟

本报讯 昨日，第六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在韩国闻庆进入到
游泳项目第一个比赛日的争
夺。在男子50米自由泳以及男
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赛
中，来自河南的明星运动员宁泽
涛连获两枚金牌。此外在女子
50米自由泳的决赛中，与宁泽涛
同为河南老乡的索冉也收获了
一枚铜牌。

世锦赛结束后，“亚洲飞鱼”
宁泽涛先后参加了全国游泳锦标
赛和世界杯北京站比赛。因为做
了智齿手术，他一段时间无法下
水训练，体重也下降了5公斤。
在出征韩国之前宁泽涛曾对记者
说，“经过调整，目前我的体力已
基本恢复，状态比较平稳。也希

望这次（军运会）可以参加更多项
目，挑战自己。”本届军人运动会，
宁泽涛在个人调整、训练的同
时，还肩负起了领军人物的职
责，耐心向年轻队员传授接力赛
技巧。“他的特点是大赛前夕话
很少，但这次来韩国挺爱说，说
明心态比较放松。”海军游泳队总
教练叶瑾说。

昨日率先进行的是男子50
米自由泳的比赛，在喀山世锦赛
上有不俗表现的法国名将小马纳
多因伤退赛，这也让宁泽涛失去
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预赛
中，宁泽涛发挥稳健，游出22秒
66的成绩排名第一，领先排名第
二位的俄罗斯选手科诺瓦洛夫达
到了0.28秒。决赛中，宁泽涛遭
遇到了预赛排名第四位的巴西选
手亨里克·马丁斯的强有力挑战，

马丁斯是今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男子100自和50蝶冠军得主，而
且还以22秒24的成绩拿下了50
自的亚军。但是依靠着更好的发
力，宁泽涛还是力压对手率先触
壁，以 22 秒 35 的成绩拿到金
牌，马丁斯以 22 秒 65 获得银
牌。此外，昨日还进行了女子
50米自由泳的比赛，同样来自河
南的选手索冉以25秒54的成绩
拿到了一枚铜牌，金牌和银牌都
被巴西选手摘得。

接下来的几天，宁泽涛还将
参加男子 100 米自由泳、男子
4×100米混合泳、男女混合4×
100米自由泳、男子4×100米自
由泳、男女4×100米混合泳比
赛。河南老乡索冉将继续参加女
子50米蛙泳、女子100米蛙泳以
及其他接力项目比赛。

10月3日，男篮亚锦赛决赛，中国队球员周琦进球后庆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