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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焦作讯 （记者李建华）5月 9日，是省十二运
会的首个正式比赛日。除了社会组的登山比赛外，水
平较高的青少年竞技组比赛也拉开序幕。昨天举行
的是第一项目中国式摔跤的比赛。在首日两枚金牌
的争夺中，许昌队和焦作队各赢得一枚金牌，迎来了
竞技项目的开门红。

为许昌队获得金牌的是小将张思婕。她在女子
65公斤级比赛中，力克强劲的焦作对手，为许昌赢得
了一枚宝贵的金牌。不过焦作队还是显示了雄厚的
整体实力。除了女子 65 公斤级的银牌外，他们还包
揽了男子 75公斤级的冠、亚军，其中获得金牌的是李
增宝。

中国式摔跤虽然不是奥运会和全运会项目，但由
于在河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也被列为省运会正
式比赛项目。根据赛程安排，本届省运会中国式摔跤
比赛赛期 4天，将于 5月 12日结束。比赛项目分为男
子组 50、60、75 公斤级和女子组 50、60、65 公斤级，共
有来自开封、洛阳、许昌等 10个市的 80名优秀摔跤运
动员参加角逐。曾担任国家摔跤队副领队的许昌体
校校长袁海东介绍说，剩下的 4块金牌花落谁家还很
难说，因为除了焦作、许昌外，开封等老牌强队也有不
俗的实力，胜负全看临场发挥了。④11

本报焦作讯 （记者李建华）5月 9日，是河南省第
十二届运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首个竞赛日。当
天上午，省运会先期比赛项目社会组登山比赛在云台
山景区开赛，健儿们在风景秀丽的云台山健步如飞。

社会组“体彩杯”登山比赛昨天上午 9时在云台山
景区山门广场举行，登山路线为云台山山门广场出
发，经过百家岩景点到达万善寺，全长 5公里。来自省
内 18 个省辖市、10 个直管县的 28 支代表队 390 余名
优秀运动员参加了比赛，竞赛项目分为青年组和中年
组的个人以及团体。经过 1个多小时的攀登，焦作、济
源分获中年男女组团体一等奖，焦作、洛阳分获青年
男女组团体一等奖，至于个人名次，也大多数落入焦
作、济源、洛阳、郑州、安阳、平顶山等代表队。

为体现“全民省运”的特色，本届省运会将竞技体
育与全民健身结合起来，首次把登山、健步走、健身秧
歌等群众日常喜爱的健身项目纳入省运会竞赛当中，
共设青少年竞技组、学生组和社会组 3个组别，其中学
生组分为大学生组和中学生组，社会组分为省直机关
组和省辖市组，并在部分项目中首次设置老年组，使
参赛运动员年龄跨度达到 70岁。

据了解，本次省运会的比赛除在焦作市区举行
外，焦作所辖各县市也将承办相关赛事，社会组的台
球、双升、围棋、乒乓球项目分别在郑州、洛阳、许昌和
商丘举行。④11

省十二运会青少年组开赛

许昌焦作迎来开门红

省运会暨全民健身大会昨天开赛

登山健儿鏖战云台山

本报讯（记者李 悦）5月12日，建
业集团“入主”足球的二十周年庆典就
将拉开帷幕，这也让 11日晚上建业主
场与天津泰达的比赛被赋予了更多的
意义。对于主教练唐尧东和建业的全
体将士来说，力克对手全取三分也是他
们给俱乐部庆典所能献上的最好礼物。

上一轮客场 4∶3 逆转江苏舜天，
虽然 4 粒进球个个精彩，但 3 个失球
也让唐尧东对于球队的后防较为不
满，尤其是对手两次利用定位球的机
会攻破建业球门，更是暴露出球队在
定位球防守上存在较大漏洞。纵观
建业的前十轮比赛，整支球队的防空

能力最为让人担心，仅凭桑科一人抢
点显然有些顾此失彼。最近两场比
赛，建业更是先后在哈尔滨毅腾和江
苏舜天身上吃了三次头球的亏，因此
老唐频频让前锋肖智改打中卫，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无奈之举。

在泰达队中，李玮峰、曹阳和杜

震宇等一干大将都是头球的好手，以
往定位球高空轰炸也是这支球队拿
手的破门利器。不过二度执教天津
泰达的阿里汉最近却接连在用人方
面犯下了致命错误，毫无理由地弃用
曹阳和杨启鹏这些绝对主力，让整支
球队无所适从，不仅两战皆失、排名

骤降，还将自己推到了下课的边缘。
对于荷兰人的无厘头，忍无可忍的津
门媒体也在这一周大肆批判了一番，
可阿里汉对于这些批评却不屑一顾，
更固执地认为自己对球队的改造没
有错，但愿他的坚持能在 11日的比赛
中对建业有所帮助。④11

建业主场战泰达

要用三分来“庆生”

新华社华盛顿5月8日电
在 8日进行的NBA季后赛分
区半决赛中，上赛季闯入总
决赛的迈阿密热火队和圣安
东尼奥马刺队分别击败各自
对手，总比分 2∶0领先。

依靠比赛末段的进攻高
潮，热火队主场以 94∶82击败
布鲁克林网队，拿到追平队史
纪录的季后赛八连胜。热火
队连续第二场比赛共有 5人
得分上双，詹姆斯拿下 22分，
波什贡献 18分，韦德和雷·阿
伦分别得到14分和13分。

“这就是球队的风格，我
们真的不在乎是谁去得分，”
詹姆斯说。

尽 管 要 带 着 0∶2 的 劣
势 回 到 布 鲁 克 林 ，但 这 并
没 有 妨 碍 网 队 球 员 的 信
心。乔·约翰逊说：“这轮系
列赛远未结束。”

马刺队在另一场比赛中
主场以 114∶97 击败波特兰
开拓者队。莱昂纳德得到
20 分，帕克贡献 16 分和 10
次助攻，吉诺比利和比利内
里分别贡献 16分和 13分。

本场比赛前，开拓者队
更衣室内惊现一条蛇。虽然
开拓者队球员并未遭到蛇的
攻击，但似乎他们的心态还
是受到一定影响。④11

NBA季后赛分区半决赛

热火马刺再下一城

马 刺 队 球 员 吉 诺 比 利（左）突 破
上篮。 新华社发

北京时间 5 月 9 日晚，总奖金为
3671405欧元的WTA皇冠赛马德里公
开赛展开四 分 之 一 决 赛 的 争 夺 。 2
号种子、金花一姐李娜与去年赛会
亚军莎拉波娃上演焦点大战。结果
李娜在首盘获胜的情况下，以 6比 2/6
比 7(5)/3比 6惨遭逆转，遗憾止步八强，
也无缘在马德里拿下生涯第 500胜。

这是李娜与莎拉波娃职业生涯第
15次交锋，而在此前的交手纪录上俄
罗斯美女以 9胜 5负占得上风。两人
的上一次交手要追溯到去年的斯图

加特公开赛决赛，当时莎拉波娃直落
两盘取胜。尽管对手近来排名下滑，
但红土状态依旧惊人。带着斯图加
特三冠王的气势来到马德里，李娜必
须小心应对这位当今泥地顶尖高手
的挑战。

比赛伊始，迅速进入状态的莎拉
波娃就在轰出一记反手制胜球后，以
Love Game率先拿下发球局。不过李
娜气势上没有丝毫退让，强劲的一发
帮助她顺利将比分追成 1比 1平，在很
快确立 4比 2的领先优势后以 6比 2先

拔头筹。
经过盘间休息的调整后，莎拉波娃

表现有所回稳，双方在第二盘竞争激
烈，比赛进入抢七。在抢七中毫无退路
的莎拉波娃完全主导进攻，并很快以 6
比2拿到盘点。李娜虽连追三分但回天
无力，以5比7在抢七中丢掉第二盘。

乘胜追击的莎拉波娃在决胜盘开
局就取得破发，以 1比 0领先并很快手
握 5比 3的优势。重压之下李娜连续
出现失误，再次遭到破发后以 3比 6输
掉全场比赛，无缘四强。④11（文宗）

李娜无缘马德里赛四强李娜无缘马德里赛四强

2014年5月4日，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
以一场精彩绝伦的进球大战，河南建业队客场4∶3
勇挫之前在中超从未战胜过的江苏舜天队，央视
五套《足球之夜》记者惊呼，“‘专治各种不服’的建
业又回来了。”这支中原铁军，虽未一直挺立在荣
誉的巅峰，但以自身的坚忍和坚持，赢得了广泛的
尊敬，造就了中国足球职业发展史上独特的“建业
现象”。2009赛季，河南建业队曾荣获中超联赛第
三名的优异成绩，同时获得2010年亚洲足球俱乐
部冠军联赛的资格。河南省委、省政府在当时的
贺电中指出，正是坚忍图成、奋力拼搏的精神铸就
了辉煌成就，而建业队优异的成绩也体现了河南
人民奋发向上、勇于拼搏的精神，展示了河南跨越
崛起的新形象。

2014年8月27日，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即将
迎来自己的二十岁生日，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
来，建业足球一直肩扛河南足球的旗帜征战南北，
辗转于甲B、中甲、中超的赛场上。建业足球曾遭
重创和挫折，两度落入乙级，但从未轻言放弃。建
业足球成为中国唯一由民营企业投资且没有更换
投资人的职业足球俱乐部。1994年到现在，有多
少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信誓旦旦地要打造“百年
俱乐部”，但事实显示，国内各级足球俱乐部累计
更换股东单位近200次。

为此，足球界及媒体给予了默默坚持和耕耘
的建业足球以褒扬：“对中国足球而言，踏踏实实
地做足球算是不多的异数。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走
马灯式的更名和易帜。”“河南足球的崛起，证明了
坚持的力量。”

二十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点上，许多问题
的答案正在清晰浮现：建业足球的坚守与成长，与
它身后的这家企业，以及这块背负五千年黄河文
化的中原热土存在怎样的因果联系？建业足球对
于中原文化精神的正能量该如何评估？

足球之于建业地产：
企业的宣传队、鼓动队和播种机

足球事业是建业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

建业集团成立伊始，“根植中原、造福百姓”这
一核心价值观即贯穿于公司的经营管理实践之
中。建业创始人胡葆森一直笃信：明日河南之于
中国，必同于今日中国之于世界；中原崛起、河南
振兴、富民强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河南的企
业只有扎根这片土地，才能汲取其最有价值的部
分，才会建功立业，对百姓及社会负起责任。

价值观是企业战略选择的依据，也是做事的
底线。长期以来，体育事业在中国超越了简单的
竞技内涵，承载了更多精神和文化的内容，尤其是
以足球运动为代表的大众体育项目更是成为建设
人民群众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此外，作为区域
人文名片和地区综合实力的表征，河南足球更是
当代河南人精神风貌的一个展示舞台。建业足球
南征北战近二十年，无论跌宕或辉煌，球迷始终不
离不弃，与球队彼此依赖、互相感动。球迷对于球
队的感情恰可以说明足球之于中原人民不可或缺
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建业足球与广大人民群
众之间的相濡以沫强烈体现了建业的核心价值
观，也丰富了建业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

足球事业彰显了建业的企业精神和品格

追求卓越、坚忍图成，1992年，建业初创即以
此为企业精神。事实上，足球之于建业也更多意味
着磨砺意志、铸炼风骨。众所周知，中国职业足球
发展之路异常崎岖，对于足球运动规律的认识也处
于相对较低的阶段。1997年，建业冲刺甲 A最后
时刻功亏一篑，而1998年面临更残酷的降级，巨大
的挫折感也曾深深压在心头，但建业没有半途而
废，而是以坚守和行动来诠释“坚忍图成”的意义。

建业足球始终饱含信心、潜心向内，致力于通
过不懈努力逐渐成为强者和主流，进而影响和改
造宏观生存环境。正是在艰难探索与收获的过程
中，建业足球打上了建业企业精神“追求卓越，坚
忍图成”的深深烙印。着眼于未来，着眼于用长时
段的眼光来评价事物，建业的企业精神对于球队
的建设更具战略意义，它的成长过程必然众所瞩
目，从而被誉为中国足坛俱乐部良好运作的典
范。建业的企业精神和品格，出自河南人特有的
坚毅、大气、厚重、执著，注入足球运动之中后又升
华出更具活力的表现形式。

足球事业是建业企业文化的重要载体

2004年，在原“守信用、负责任”的基础上，建
业集团又提出“走正道、务正业”，至此，建业企业
文化特征日臻清晰完整。“守信用、负责任”是指对
客户、员工、股东、政府、公众，言必行，行必果，拒
绝利益诱惑；“走正道、务正业”则指公司以核心价
值观为底线，制定正确的专业化战略，不断提升企
业的经营管理能力。纵观建业足球二十年发展历
程，这一文化特征彰显的无比清晰，在足坛埋头苦
干、辛勤耕耘。

虽曾历经过一些场外因素干扰，但建业没有
随波逐流，而是始终坚持以我为主，不断加强梯队
建设和对足球规律的探索和实践。不用功利的态
度和眼光来看待一切，也不为一时之快而追求虚
荣和浮躁的成绩，坚持理性投入持续提高，在足球
界走出了一条独特而鲜明的健康发展之路。

在企业内部治理方面，足球这一共同的精神
象征巩固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并将一种上进、阳
光的精神因子注入到了公司的团队文化中。

足球事业是建业回报社会的重要渠道

企业发展历程中，建业集团从树木的年轮中
察悟了企业生命的周期，继而又领悟了社会之于
企业如同大地之于树木的道理。从生态学的角度
看，企业也是一个生态系统，不断地通过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交换与其周边的社会系统形成了功能
协调、优势互补的关系。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建业一向重视对包括足
球在内的社会公共事业的关注和回馈，从而与社
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共同壮大，共同发展。2008年
以来，建业集团在河南省房地产行业中一直位列
纳税额排行榜第一名，截至2013年总计纳税额逾
百亿元。在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异常艰难的背景
下，足球已经成为建业回报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

建业足球之于河南：
不求一夜豪门,只求足球为民

河南足球是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宏伟
事业的组成

文化是经济的反映，经济是文化的基础。

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发展影响着经济发
展，文化素质决定着经济发展前景。如果没有
中原经济崛起的大势，人们对于体育文化事业
的关注就不会如此强烈和迫切，投资和发展足
球事业就没有坚实的依托，企业就得不到长足
发展，河南足球更不可能实现腾飞。

同样的，凝聚全省之力建设河南，也更需要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共同的价
值目标、相同的理想追求和统一的精神纽带。
某种程度上，建业足球正可作为这一精神纽带
的现实载体。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也预示着河
南社会整体经济、文化、政治等不同领域的兴
盛。作为文化产业重要部分的体育事业的发
达，将昭示着经济的繁荣，而立足于全国舞台的
河南足球的强大，将有力体现河南社会的总体
实力。建业足球所承载的精神力量正极大地激
励着河南人。当这种精神力量作用于经济建设
领域，其影响不可估量。

建业足球体现当代河南人的精神风貌

河南人难以忘记，2006 年 10 月 14 日，坚守
了十三年的建业足球冲超成功，为中原足球的
崛起挺起了高傲的脊梁！当代河南人的精神风
貌得以高度弘扬！

建业一直将“坚毅、厚重、执著、大气”视为
河南人的优秀品格，而建业足球坚持 20 年，坚
忍不弃、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过程，也正可以
看做当代河南人精神风貌的缩影。

足球作为世界上最流行的一种运动，也是
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地区的文化标志。球队常常
能借所在城市而获得名望和力量，比如西班牙
的皇家马德里队。马德里是一个文化和商业的

大都市，每年有 600 多万游客前往马德里游览
观光，有的游客甚至就是为了观看皇马的球赛
而来。

由建业集团于 1994 年投资成立的建业足
球俱乐部今年已届 20 个年头。20 年来，河南建
业足球队本着奉献社会、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
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宗旨，展示了河
南人民积极向上、顽强拼搏的形象。据统计，
各类比赛中，现场观众以及报纸、电视转播、网
络等各种媒体受众人次在 8000 万以上。此外，
河南建业足球队曾至科威特、新加坡、越南、韩
国等国家参加国际比赛，并于 2010 年代表中国
征战亚洲足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展示河南风
采。

建业足球集中展示河南人的价值追求

河南人的精神信仰和核心价值观作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种区域化表现，“爱
家乡、爱河南”，“中原崛起振兴河南富民强省”
已成为共识。

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一种寄托，更
是所有身处省外、国外的河南人情系家乡的纽
带。是促使省内外河南人“爱家乡、爱河南”的
一剂催化剂，是促使所有河南儿女为实现中原
崛起贡献力量的一份动力。

事实上，河南建业足球在全国乃至更大范
围内，对扩大和提升河南及郑州市的形象所起
的作用是任何一个文化体育项目所不能比拟
的。如前所述，河南建业足球队也是 1994 年中
国足球职业化改革以来由民营企业投资的俱乐
部中唯一没有更换过投资人的俱乐部。这种

“不抛弃、不放弃”的持久精神赢得了中国足球
界和全国广大观众的尊重。

建业足球是河南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的重要组成

人民群众关心的事就是大事。以丰富百姓
的文化生活、提升河南人精神文明的程度、繁
荣河南文化产业为己任的建业足球，自始至终
都保持着河南人特有的坚毅与执著，稳扎稳
打，希冀以更好的成绩来回报河南球迷、回报
河南人民的呐喊和支持。

1999 年，建业参加足协的欧洲考察时，一
位 曼 联 的 球 迷 说 ：“ 这 是 我 爷 爷 留 给 我 的 座
位。”原来，曼联主场的座位是可以永久买断并
世袭的，爷爷传给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一位
巴黎圣日尔曼的球迷在看球时一定要带着自己
父亲的骨灰，因为父亲有遗嘱，凡是球队主场
比赛，都要到现场去看球。这些故事深深激励
着建业人，“打造中国曼联”成为建业足球追求
的愿景。

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全面进步，国人随
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必然会追求精神生活的质
量。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需要承载起市场
经济下国人更多的精神内涵。当物质生活水平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足球已成为很多人的精神
寄托，成为很多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时，足球的社会效应也逐渐得以体现，其丰
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有力地促
进了社会的稳定。 （建宣）

建业足球二十年
——一家企业的追梦之旅与一支球队的精神力量

驰骋赛场的建业球员 助威呐喊的建业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