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票旺销“钱”途无忧

群众体育全面开花

竞技体育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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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 悦）12 月 19 日，中甲
联赛在北京召开了年度总结会，一个多月
前以冠军身份重返中超的河南建业无疑成
为最大赢家：边路快马徐洋不仅获得了分
量最重的中甲最佳球员奖，主帅唐尧东和
队长周亚君还将最佳教练和最佳门将两个
奖杯收入囊中，郑州赛区更是凭借火爆的
氛围被评为 2013年度中甲最佳赛区。

在整个 2013 赛季，高开低走的建业虽
然时不时地会在弱队身上爆一下“冷”，但
领头羊的位置却依然无人能够撼动，提前
一轮以冠军身份重返中超的战绩更得到

了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荣获四个分量颇
重的最佳奖项自然也在情理之中。有意
思的是，这已经是唐尧东第二次以建业主
帅的身份获得联赛最佳，虽然比起四年前
的中超最佳教练，这次的中甲最佳教练在
成色上稍显不足，但这也足以说明中原确
实是老唐执教生涯的一块福地。

据了解，今年的总结会建业俱乐部总经
理张卫军亲自带队，前往北京领取了中国足
协颁发的年度大奖。收获奖杯后，老唐将和
周亚君、徐洋一起直接从北京飞赴昆明，与提
前抵达昆明海埂基地的大部队会合。④11

新华社摩洛哥马拉喀什12月18日电 凭借一记
有争议的点球，东道主拉贾卡萨布兰卡队在 18 日的
世俱杯半决赛中以 3∶1 战胜南美解放者杯冠军米内
罗竞技队，成为继 2010年马泽比队之后，第二支闯入
世俱杯决赛的非洲球队。他们将在决赛中挑战拜仁
慕尼黑队，而米内罗竞技则将与广州恒大争夺季军。

以东道主身份参赛的拉贾卡萨布兰卡队已是第二
次参赛，上一次是在 2000年，当时获得第七名。再次
参赛，东道主球队在球迷的狂热支持下展现出极高的
斗志，先后力克奥克兰城、蒙特雷队，挺进半决赛。本
场比赛，他们更是在全场球迷不知疲惫的呐喊声中于
下半场第 51分钟率先打破僵局。主队的哈菲迪左路
斜传，亚茹尔禁区前沿低射破门，1∶0。就在摩洛哥人
以为胜利就要到手之时，小罗在第63分钟展现出关键
先生本色，他主罚的任意球击中右门柱内侧弹进网窝，
将比分扳为 1∶1。第 84 分钟，亚茹尔突入禁区被客
队里维尔铲倒，主裁判吹罚点球，穆赫辛操刀命中，主
队2∶1再度领先。但慢镜头显示，里维尔并没有铲到亚
茹尔。留给巴西球队的时间已经不多，米内罗竞技队大
举压上，但忙中出错，补时第4分钟，主队穆赫辛吊射击
中横梁弹回，马比德补射得手，将比分锁定为3∶1。

这样，东道主将在决赛中挑战欧冠冠军拜仁慕
尼黑队。如战胜对手，将成为首支夺得世俱杯冠军
的非洲球队。而广州恒大则将与米内罗竞技争夺第
三名，如果战胜对手，恒大也将平了亚洲球队在世俱
杯上的最好成绩。④11

新华社昆明12月 19日电 记者从昆
明众威拳击运动有限公司获悉，中国拳王
熊朝忠将于明年 2 月 5 日在海口迎来第三
场卫冕战，对手为 WBC（世界拳击理事会）
世界挑战顺位排名第二的墨西哥拳手奥
斯瓦尔多·诺沃亚。

2012 年 11 月，来自云南的熊朝忠击
败墨西哥拳手哈维尔·马丁内斯，荣膺
WBC 职业拳击迷你轻量级冠军，成为中
国获得职业拳击金腰带的第一人；2013

年 6 月，熊朝忠在迪拜击败菲律宾拳手
丹尼·奎洛，首次卫冕成功；11 月 30 日，
熊朝忠在自己的家乡云南马关击败挑战
者泰国选手卢克拉克·凯特穆格米，第
二次卫冕成功。两次卫冕成功之后，熊
朝忠得以永久拥有 WBC 世界拳王金腰
带。

诺沃亚生于 1982 年，目前的职业赛战
绩为 17 战 12 胜 4 负 1 平，其中有 7 次 KO

（击倒获胜）对手。④11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李 悦

收获有丰欠之别，年有大小之分。回顾即将过去的2013，
河南体育可谓收获颇多，对于河南的体育人来说他们也可以踏
踏实实地过个大年、好年。

河南体育的收获首先要用竞技体育的成绩说
话，今年 8月在辽宁省举行的全国第十二届运动会
上，河南共有 443 名运动员参加了 25 个大项、189
个小项的角逐，最终获得 14.5 枚金牌、7 枚银牌、
18.5 枚铜牌，1004 分，奖牌和总分均列各代表团第
12 位（含奥运会带入），赛会奖牌列各代表团第 9
位，圆满完成了赛前制定的“位次明显前移”目标任
务。同时，河南代表团严格遵守国家体育总局有关
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的要求，实现了“干干净
净参赛，正正派派取胜”，被评为体育道德风尚奖代

表团。谢伏瞻省长看了省体育局上报的十二运情
况报告后批示：“全省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在全运会
上取得优良成绩，谨致祝贺！向代表团及全体运动
员问好！要认真总结经验，培育优势项目，推动我
省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互促进，更好发展”。

年轻人勇往直前，老同志也不甘人后：参加第
二届全国老年人健身大会的河南代表团 12个参赛
大项全部获得优胜，也收获了 70 个单项优胜的优
异成绩，与四川代表团并列第一。另外，河南建业
足球俱乐部更是以中甲冠军的身份重返中超赛场。

在竞技体育取得突破的同时，河南的群众体
育在 2013 年也有长足的发展。按照《河南省全民
健身实施计划（2011-2015 年）》的要求，这一年全
省 18 个省辖市和 135 个县（市、区）制定了本地区

《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市县两级政府均将全民健
身工作经费列入了本级财政预算的重点。在基层
公共体育设施建设方面，省体育局利用国家和省
级体彩公益金 7650 万元和地方资金 500 万元投
资，新开工建设了 7150 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678
个乡镇体育工程以及 9 个国家级雪炭工程。另
外，省体育局还从国家体育总局争取到了全民健

身工作资金 9000 余万元，用于扶持建设了 116 个
新型农村社区全民健身工程示范点及乡镇级体育
设施项目，使更多的河南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方便地锻炼身体。

河南在大力开展基层群众体育的同时，还注
重打造群体品牌赛事，郑开国际马拉松比赛、“万
村千乡”农民篮球赛、迎重阳“三山同登”群众登山
健身大会、安阳国际航空运动旅游节等大型活动
已逐渐成长为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品牌赛事，10
月份开展的“全民健身 舞动中原”主题活动也颇
受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现代体育事业的发展中，钱不是万能的，但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特别是随着体育日益向高
精尖方向发展，仅靠财政拨付的人头费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需要更加强劲的
外力推动，就中国而言，体育彩票就是最强劲的外
力。在整个 2013 年，河南的体育彩票销售工作进
展顺利，在去年首次突破 50 亿元的基础上继续高
歌猛进，截至 12 月 8 日，我省共销售体育彩票 57.6
亿元，位居全国第五位，全年销量突破 60 亿元已
经不成问题。体彩的红火销售为河南体育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目前中原网球中心室内
训练馆以及室外场地配套工程已建成并投入试运
行，综合服务楼前期工作正在进行，省体育场业训
楼已竣工并交付使用。

此外，我省还未雨绸缪，吸取了以前多次忽视

人才培养而造成青黄不接的教训，注重后备人才的
选拔培养，2013 年全面启动“五个二”工程，目前又
注册青少年运动员 25480人，众多优秀苗子已在省
体育局归档备案。在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开展“千万
学生阳光体育活动”的同时，省体育局还积极协调
教育部门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对外开放的工作，如今
郑州和许昌已被列为国家级试点城市，郑州、开封、
洛阳和临颍县也成为校园足球的国家级试点。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在取
得突出成绩的同时，省体育局也深知居安思危的
道理，在 11 月 24 日召开的全国十二运会总结暨
2013 年度冬训动员大会上，局领导就强调要努力
避免河南体育再出现前几届全运会周期那种“马
鞍形发展”、“波浪式前进”的不正常现象，确保健
康、快速、可持续发展。④11

河南代表团在全运会开幕式上入场。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中国男排联赛 12 月 17
日展开第五轮的争夺，河南天冠男排客场挑战卢卫
中执教的江苏男排，两队缠斗四局，最终河南男排
在大将崔建军中途伤退的情况下，凭借着小将崔起
豪等人的出色发挥，以 3∶1 赢得胜利。同时，河南男
排小组积分排名升至第二。

本场赛前，双方的战绩均为 3胜 1负，但是江苏男
排凭借小分优势暂列小组第二，因此本场比赛谁赢谁
就能坐稳小组第二的位置。首局河南男排先声夺人，
崔起豪扣球拿下第一分后，没给江苏男排反超机会，一
路领先，以25∶16先下一城。次局，江苏男排加强了对
河南男排的拦防，紧咬比分。由于河南男排自身失误
较多，未能把握住关键球，最终26∶28输掉第二局。第
三局，河南男排开局不利，0∶3落后。在2∶6时，执行主
教练梁杰将带伤作战的崔建军换下，由孙凯代替。失
去“关键先生”的河南男排并未受影响。全队通力协作
以25∶21拿下“关键局”。第四局，河南男排乘胜追击，
以 25∶19赢得最终胜利，客场力克江苏队获得三连胜
的同时，积分也上升到11分，列小组第二。

本场比赛，河南男排三人上双，小将崔起豪 21
分，杜坤宇 14 分，李渊博 10 分。12 月 22 日，河南男
排将南下广东，对阵广东男排。④11

中甲年终总结

建业荣膺四项“最佳”

大崔伤退 小崔发威
河南男排缠斗四局胜江苏

明年 2 月 5 日，海口

熊朝忠期待三度卫冕

世俱杯半决赛米内罗竞技落败

小罗将领军战恒大2013，河南体育“过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