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
林
武
术
名
扬
天
下

2021年1月15日 星期五 责编 程永兵 美编 孟萌

体育AⅠ·12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796172 本期广告均有封闭边框及区域标识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号 ■订阅价：全年498元 ■零售价：每份2元

每注金额
9691 元

50 元
5 元

23 元
154 元

1463 元

第2021014期中奖号码
2 17 18 20 22

奖等
头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好运二
好运三
好运四

“中原风采”22选5开奖公告

河南销售总额为370804元，中奖
总金额为199308元。

中奖注数
5 注

409 注
7090 注
496 注
324 注
23 注

福彩“3D”河南开奖公告2021014期

单注金额
1040 元

346 元
173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860616元。

中奖注数
354 注

0 注
1168 注

中奖号码：2 4 8“排列3”第21014期中奖号码

7 9 0
“排列5”第21014期中奖号码

7 9 0 3 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全国开奖公告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结果

中奖
号码

奖级 每注金额

0106 08 22 24 25 26

全国
中奖注数

全省
中奖注数

7377222 元
153171 元

3000 元
200 元

10 元
5 元

10 注
194 注
938 注

55395 注
1170832 注
7161782 注

3 注
5 注

25 注
1701 注

42448 注
337307 注

红色球 蓝色球

第2021006期

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6382830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25423736元。

2020年 12月份，体彩大乐透累
计开奖 13 期（第 20122 期至 20134
期），期间全国累计销售37.05亿元，
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13.33亿元。
当月，全国共中出62注一等奖，最高
单注奖金1705万元，最高单人擒奖
4715万元。

12月份，体彩大乐透全国累计中
出62注一等奖。其中，30注为1000万
元及以上一等奖，千万元头奖数量占
比为48.38%。单注最高奖金为1705
万元，分落江西、云南。单人最高擒奖
4715万，出自广东东莞。

第20132期，广东东莞一位购彩
者通过一张经3倍投的、5注号码、45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追加票，单票擒奖
4715万元。中奖者小刘领奖时说，12
月26日晚上，他如往常一样经过体彩
实体店，赶在大乐透当期销售时间截
止前7分钟匆忙购买了一张机选彩
票。开奖后，他照常拿出手机进行核
对，结果发现自己中得头奖。

第20127期，河北承德一位购彩
者通过一张经3倍投的、1注号码、9

元投入的单式倍投追加票，单票擒奖
3665万元。中奖者是一位中年男子，
坚持期期购买大乐透，每次都是机
选。当期，他得知自己中奖之后，怀着
激动的心情第一时间告知了妻子，两
人开心到一夜未眠。

第20134期，新疆克拉玛依一位
购彩者通过一张经2倍投的、3注号
码、18元投入的单式倍投追加票，单
票擒奖2757万元。中奖者在买彩票前
给妻子打电话帮他选号，妻子凭感觉
选了3注号码发给他，结果其中一注
号码中了大奖。

12月份，全国来自20个省份的
幸运购彩者，分享了62注一等奖。其
中，广东中出9注，拔得头筹。河南中
出7注，排名第二位。河北、山东各中
出6注，排名并列第三位。此外，浙江
中出5注，福建中出4注，江苏、吉林、
云南、安徽中出3注。

12月份，体彩大乐透全国销量为
37.05亿元，为国家筹集彩票公益金
13.33亿元。月均筹集彩票公益金超过
1亿元。中体

体彩大乐透12月份数据盘点

本报讯 随着中国足球俱乐部中
性名政策的落地，目前中超有11支球
队确定了新名称，而包括河南建业在
内，还有5支球队的新名称仍待定。

连日来，新名称获得审核通过的
俱乐部已完成变更，从中超的16支队
伍来看，有4支球队直接使用了以省
份或城市来命名。江苏苏宁、广州恒
大、广州富力、深圳佳兆业分别改为：
江苏队、广州队、广州城、深圳队。另
外，大连一方在上赛季就已经更名为
大连人。目前，名称得以传承的只有上
海申花、山东泰山两支球队。天津泰达
更名为“天津津门虎”得到了球迷的一
致好评。而上海上港更名微调为“上海
海港”。

另外，处在待定状态的目前有重
庆当代，河北华夏幸福。其中，重庆当

代申报的3个名称，以及河北华夏幸
福申报的3个名称都已经过审。使用
哪个作为最终名称，只待俱乐部宣布。

目前，中超只有5支队没通过审
核。其中，武汉卓尔、青岛黄海、长春亚
泰三支队提交中性名因为涉及含有投
资方控股企业名称，均被驳回。而北京
国安和河南建业则是申请延期，但两
者的区别是，北京国安是因处理股权
问题而申请延期，“国安”这个队名基
本能保住。而河南建业拟更名是“洛阳
龙门”，在遭遇球迷反对后，建业向足
协申请延缓审批。据记者了解，连日
来，建业与省体育局等各方进行了多
次会议。根据规定，各俱乐部应不晚于
2月28日在中国足协完成2021赛季
的注册手续，建业尚有充足的时间酝
酿新名称。

河南武术
为何有4000多年历史？

《河南省武术志》是第一次以官
方的口径对河南武术发展的历史和
现状进行记述，时间从公元前2000
多年到公元 2014 年，共约 4000 多
年。空间以河南为主，延展至古代中
原地理区域。

远在先秦时期，武术便已萌芽。
作为约公元前2600-公元前2100年
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铜石并用时代
晚期的类型文化遗址，位于河南永城
市的造律台遗址就出土了石斧、石
刀、石镞、骨镞。从禹开始以铜制造兵
器，到夏代的君主予(少康子)改进兵
器，再到周代的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教育，武术逐渐从军事武艺中
分离出来，丰富的武术教育内容在

“礼、乐、射、御”四艺中体现出来。
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的战

国时期，蒙（今属商丘市）人庄周论
剑、卫（今河南北部一带）人荆轲刺秦
王，在《庄子·说剑》和《史记·刺客列
传》中已经有清晰的文字记载。

中原地区作为中华粮仓，历来是
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有“得中原者得
天下"之说。在冷兵器时代，强身习
武、防身自卫就成为历代许多百姓的
选择，乃至逐渐形成中原地域内的习
武民风，尚勇尚武之风自两汉以降，
数百年而不衰。

现存于南阳市汉画馆的石刻中
的《手搏图》和《技击图》，生动记录了
中原地区广泛存在的技击活动。北宋
时期，在东京的各种节日活动中，武
术表演已非常广泛。明清时期则是中
国古代武术集大成、大发展时期。这
个时期河南古代武术也得到较快发
展，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北派拳系。

“河南两拳”是中国武术理论的
基石，是传统文化内涵的体现

中国武术以地域文化为底蕴，先
后形成了少林拳系、武当拳系、峨眉
拳系、南拳拳系、形意拳系、太极拳
系、八卦拳系7个地域性的大拳系。在
每一个大拳系中，又以某一个或几个
拳种为中心，衍化出若干个自成体系
的拳派 。

其中，少林拳系和太极拳系均以

中原文化为依托，以河南为中心，流
布于全国；形意拳系虽相传源于山
西，但河南派形意拳——心意六合拳
自成一派，与山西、河北两派成鼎足
之势。这足以表明中原武术文化在中
华武术文化发展中的强大影响力。

“河南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发
祥地，中原两拳蕴含的文化内涵是中
华民族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省体育
局副局长王炳奇说，《河南省武术志》
中最大亮点便是突出了少林、太极，
对这两大拳种予以浓墨重彩地全面
记述。从北魏时期少林寺建立，少林
武术就开始了它与佛教密切联系的
发展历程。以儒学为主、儒释道三位
一体的中国主流文化，同时也奠定了
中国武术理论的思想基石，规范了武
林人士的思维准则和行为纲领。全国
129个拳种流派中，不少拳种名称被
采百家之长的少林拳所涵盖。

而太极拳作为一种外柔内刚的
“哲拳”、“文化拳”，蕴藏了中国古代
哲学及中华传统文化。两大流派中，
陈式太极拳创于明末清初，诞生于焦
作温县，和式太极拳是在陈式太极拳
基础上发展创编而成，二者在流传中
逐步形成不同流派的太极拳，构成太
极拳系。

此外，河南省的其他拳种如苌家
拳、六合心意拳、形意拳、查拳、梅花
拳、王堡枪法等传统武术和地方拳
种，也彰显了河南武术的普及程度，
传承了河南武术文化。

推动中原武术文化走出去，河南
将向全国赠书

“我们还是通过两个方面的努力
推动武术事业的发展。在竞技体育方
面，进一步把竞技体育抓好做好，为
河南争光，为中原添彩。在全民健身
方面，我们响应国家体育总局的号
召，大力做好武术‘六进’，也就是进
学校、进社区、进乡镇、进企业、进机
关、进军营。通过普及推广，把武术发
扬光大。”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马全钧说。

据记者了解，河南省体育局已计
划向全国各省图书馆、各大院校图书
馆及体育院校图书馆赠送《河南省武
术志》，以期发挥志书更加广泛、更加
持久的作用。

河南承载4000年武术文化成果

中国武术，少林拳和太极拳堪称宗师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文 白周峰 摄影

1月14日，在《河南省武术志》成书出版座谈会上，来自省内的
文史专家学者、地方志专家、相关职能部门、撰稿人代表、知名武术
家代表等共聚一堂，进一步向社会传递推介这一文化成果。

一等奖累计开62注 一人中4715万

20省份购彩者分享62注一等奖

中超5支球队队名待定

建业队新名称仍在酝酿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