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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仁川讯 （记者黄 晖）经过一天的“沉寂”，9月
29日，出征亚运会的河南健儿再有奖牌入账。在当天进
行的亚运会男子单人皮划艇 1000米项目的比赛中，我省
名将王龙奎摘得铜牌。

9月 29日清晨，仁川渼沙里赛艇中心笼罩在一片细雨
薄雾中。王龙奎与其他 8名对手共同登场，他排在第 4道，
与他一样有实力争夺奖牌的，是第 5道、第 3道、第 6道的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哈萨克斯坦选手以及中国台北选手。

比赛开始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上届亚运会冠军瓦季
姆·缅科夫发挥出色，率先通过 250米计时点，中国选手王
龙奎此时位居第三。随后，尽管哈萨克斯坦选手一度冲至
领先位置，但瓦季姆·缅科夫仍然凭着充沛的体能，在最后的
冲刺阶段强势发力，以 3分 57秒 403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
蝉联冠军，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亚军，王龙奎获得第三名。

北京时间今天 13点，将进行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
决赛，河南籍运动员周雨有望与队友携手摘金。④4

男子单人划艇 1000米

我省名将王龙奎摘铜

郑州：

勇立潮头
风采依然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李 悦

省运会就像一台大戏，经过曲折的铺
垫、冲突、演绎之后，达到高潮，然后就不
可避免的是落幕，尽管有人意犹未尽，有
人恋恋不舍。

其实，从今年 5月 19日起，省运会的大
幕就已经悄然拉开，各个组别、各个项目的
比赛和表演就“你方唱罢我登场”了。在随
后的 4个多月中，“省运会”这 3个字成为许
多人嘴里念叨最多、脑海里闪动最频的名
词，已经超越年龄、职业和成败的界限。

省运会是干什么的？答案是见仁见
智。对于青少年组的运动员来说，是一次
历练，是他们走上职业赛场的前奏；对于
学生组的大中专学生们来说，是他们学生

生涯中一次别样的体育课，一次挥汗如雨
的美好回忆；对于社会组的那些本身有工
作的爱好者来说，也就是和伙计们约了一
次比赛，无非是正规了一些，庄重了一些，
成绩好了单位还有点奖励。

而最开心的无疑是参加老年组比赛
和表演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们。年龄小的
也都年过花甲，年龄大的已近耄耋之年。
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他们是抱着老来乐
的思想参与的，喧闹的锣鼓声里，扭来扭
去的秧歌中，太极拳行云流水般的一招一
式上，快乐充溢着他们身上的每一个细
胞，重新分泌出青青的活力。

所以，我们有理由为那些取得好成绩

的运动员喝彩，平世界射击纪录，打破自
行车全国青年纪录，还有踩在脚下、甩在
身后的一大批省青年纪录，都使孩子们滴
下的每一瓣汗水得到了补偿；同时我们也
更要为那些没有取得好成绩、好名次，甚
至连个安慰奖也没有的运动员和表演者
鼓劲。他们的参与使运动会更多元，更接
地气。是他们使整个活动变成了一个大
众娱乐的 party。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的
好客是远近闻名的，焦作也不例外，尽管
有许多关于他们不够大方的段子到处流
传。他们尽全市之力，打造了一个力争让
人人满意的省运会。但在朝这个目标努

力时，节俭又成了他们考虑的一个重要因
素：从简朴而不失隆重的开闭幕式，从改
造利用旧体育场馆，再到把一些比赛放到
县区，无不说明他们的目光远大。今日的
体育场馆，明天可能就是孩子们玩耍的地
方，是老年人舒展筋骨的乐园，这不比比
赛一完、大门一锁强上百倍吗？

4 年后，省运会将在周口等着我们，我
们 相 信 那 里 也 会 带 给 我 们 不 一 样 的 享
受。但省运会得等 4 年，健康和快乐不愿
意等待。今年的省运会结束了，孩子们的
比赛告一段落，但老百姓的乐子一刻也不
会停，说不定一些人参加完闭幕式，就开
始琢磨明天一早去哪里活动呢！④4

快乐与健康偕行
节俭与热情并重

本报评论员

第 12 届省运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已经落
下帷幕。在闭幕式上，周口市市长刘继标代表周
口 1100 多万人民，接过了省运会的旗帜，这标志
着省运会正式进入周口时间。周口为什么能赢得
下届省运会的主办权？他们有什么措施能保证下
届省运会的成功？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周
口市刘继标市长。

记者：今年 8 月 20 日，省政府正式批复，由周
口市在 2018年承办第 13届省运会。我们知道，承
办规模如此之大的省运会，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财力、物力和精力，那么经济发展水平在河南并不
处于领先地位的周口为什么要申请承办省运会？

刘继标市长：可以从三个方面，三句话回答这
个问题。一是展示发展成就，二是凝聚发展力量，
三是深化交流合作。从展示发展成就方面说，在
大家的印象中，周口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市、
人口大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但是通过近些年的
加快发展，周口经济社会面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我们的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省第 5位，发展速度已
连续两年超过全省平均水平，粮食生产保持全省
第一地位，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城乡居民
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从体育事业发展方面来说，
我们周口原来无体育场馆设施，不具备承担大型
体育赛事的基础条件和能力，随着近年来经济实
力的快速提升，为满足全市体育事业的发展需要，
市委、市政府把加快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摆上了重
要议事日程，于 2008年启动了市体育中心项目建
设，通过几年来的努力，现在我们已经建起了居全
省前列、比较先进完备的公共体育设施，具备了承
办大型综合运动会的基础条件。承办第 13 届省
运会，就是要向全省人民展示周口的发展成就，提
升周口的外在形象，扩大周口的对外影响。承办
第 13届省运会，还可以凝聚全市的发展力量。体
育运动充满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当前，周口正
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全
市人民发扬追赶跨越的竞争意识和拼搏精神。举
办省运会，能集中展现全省各省辖市运动员拼搏
进取的精神风貌，肯定能进一步感染全市人民，激
发干事创业热情，凝聚加快发展力量，在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的伟大征程中做出更大贡献。承办
第 13届省运会，还能够扩大交流、深化合作。运
动会期间，周口将接纳来自全省 17个省辖市的运
动员、教练员、志愿者，以及前来观看比赛的各界
人士，是周口与全省扩大交流、深化合作的难得机
会，周口将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地域物产、
良好的接待服务为各界人士留下美好印象，提升
周口人气，奠定深化合作的基础。

记者：承办省运会需要很多硬件和软件的支
持，周口具备了哪些条件？

刘继标市长：从大环境上说，有全市 1100 多
万人民的倾力支持、无私奉献，有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科学运作，这是成功承办赛事的先决条
件。具体在硬件上，周口也具备相当的条件。首
先，在体育设施上，以体育馆、体育场等为中心的
主赛场——周口市体育中心已经投入使用，功能
齐全，设施完备，经过两年多的试运行，完全可以满
足开、闭幕式等大型活动的需要。游泳馆、重竞技
馆、搏击馆等配套场馆，已经完成规划设计，马上就
要开工建设。同时，周口师范学院等高校的体育场
馆设施也可以承办部分项目的比赛和交流。其次，
周口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基础比较扎实，热爱体育、

参与体育、支持体育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体育运动已经成为广大城乡居民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第三，周口具有较为丰富的承办赛事经验。2012年以来，我
们先后举办了国际、国内及省内多个项目的比赛活动，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积
累。同时，周口在氛围营造、安全保卫、医疗保障、交通中转、来宾接待等方面都
有比较充分的条件，可以为省运会的圆满举办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记者：从现在到下届省运会有4年时间，但也有很多工作要提前完成。周口下
一步准备在哪些方面提高和改善，为省运会的圆满举办创造最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刘继标市长：首先，是加快体育设施的建设步伐。除了市体育中心的配套
场馆外，周口师范学院等 3所高校的场馆建设也会尽快启动。同时，9个县市区
都规划了 300亩左右的体育用地，用于建设“一场两馆一基地”，也就是体育场、
体育综合馆、游泳馆、老年健身活动基地。届时，我们肯定能够为第 13届省运会
提供一流的场馆设施。我们还准备派出专业运营团队到省内外体育先进地区
考察、观摩、学习，尽快熟悉、掌握、精通举办大型赛事的组织和管理流程，确保
高质量完成第 13届省运会的筹办工作。

总之，第 13届省运会将于 2018年在周口举办，这既是省委、省政府及省体育局
对周口的巨大信任，也是周口的荣耀。今天，我们接过了省运会的会旗，就意味着接
过了责任，担起了义务。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持续加大承办第13届省运会的宣传力
度，在全社会营造了解省运会、热爱省运会、支持省运会的浓厚氛围。我们相信，有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省体育局的悉心指导，有全市 1100多万人民的共同努
力，我们一定能够把第13届省运会办成一次隆重、精彩、友谊、奋进的体育盛会。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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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大型美食文化纪录片《舌尖上的
韩国》第一集

解说员旁白：天还没亮，阿妈妮金贤淑
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今天，是制作泡菜的
日子。金贤淑熟练地把大白菜一片一片地
分开，用盐腌渍，几十年的经验，使盐的用量
精确无误。腌渍过的大白菜还要经过涂抹
蒜末、辣椒粉、搅拌等工序，然后放入坛中发
酵。在时间和微生物的共同作用下，夏末秋
初，美味的泡菜一般三天左右即可出坛，即
使在最寒冷的季节，也只需等待一周。

朝鲜民族食用泡菜的传统，据传可以
追溯到中国的唐朝时期，而如果论及泡菜
的“先祖”——中国的酸菜，则可以前推到

《诗经》的年代。如今，爽口的泡菜已经成
为韩国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小食，不仅为
韩国人佐餐、佐酒，也为天南海北的过客留
下深深的“韩国印象”。

黄晖是来自中国的记者，在仁川采访第
十七届亚洲运动会。他们一行下榻的酒店
附近是当地著名的海鲜市场，食肆林立，几
天“韩餐”之后，黄晖感触不少。让我们的镜
头跟随几位中国记者，去小小地领略一番。

镜头前的黄晖：“泡菜虽是小菜，但这小
菜绝对不‘小’。古代朝鲜君主御膳上的泡
菜，数量上的标配是 12碟，用满汉全席的模

式表达就是‘泡菜十二品’，完全是天子九
鼎、天子驾六的阵势！这附近每家饭店的泡
菜都堪称精心之作，每家的得意之作还都不
一样，感觉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做泡菜的。而
且，在这个饭店扎堆的地方，除了辣白菜，你
不可能在两家饭店里找到原料、味道都一样
的泡菜。我问过店主，她说店里的泡菜都是
自己做的。正如《舌尖上的中国》曾经说过
的，‘有一千双手，就有一千种味道’。”

解说员旁白：“有一千双手，就有一千种
味道”，信哉斯言。手工制作泡菜难以复制，
泡菜坛子里的智慧和秘密，食客的领悟，美
味的每一个瞬间，无不是用心创造，代代传
承。从这个角度来说，泡菜的制作过程，就
是韩国美食文明书写和传承的过程。

然而，就像文明的脚步从不停歇，不管
是否情愿，生活也总在催促我们迈步向前。
经济发展，生活提速，繁华的楼宇间，从容地
腌制一坛泡菜，已成为一种奢侈，超市货架
里琳琅满目的袋装泡菜，正在成为更多普通
人的选择。有人因此担心，这样下去，韩国
的年青一代将再也不会制作泡菜。

不过现代化对于韩国泡菜来说，也意
味着另一个机会。它从此可以走出国门，
为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欣赏。因而，泡菜也
成为韩国政府大力推动出口的食品。

朝鲜半岛的冬季漫长寒冷，人们把蔬
菜腌制起来度过严冬。独特的地理因素，
孕育出了独特的泡菜文化，每天在舌尖上
滋养着我们，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字幕：谢谢观赏！④4

舌尖上的韩国泡菜
□本报记者 黄 晖

9月 29日晚，河南省第十二届运
动会暨首届全民健身大会在焦作太
极体育馆圆满闭幕，图为闭幕式现
场。 本报记者 邓 放 摄影报道

图①图① 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

图②③图②③ 闭幕式上太极扇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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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海豹兄妹”

竞技体育历来都是综合实力的比拼。本届省运会
上，群雄蜂起、争霸体坛的精彩活剧你方演罢我登场，既
有技压群芳的欣喜若狂，又有失之毫厘的扼腕叹息，每
天都会令人亢奋不已。

本届运动会郑州代表团满载而归。他们在以培养
体育后备人才为主的青少年竞技组比赛中狂揽 732枚金
牌，获得金牌、奖牌、团体总分一等奖；以展示全民健身
成果为主的社会组比赛中，获得团体总分一等奖；以展
示学生体育成果的学生组比赛中，获得总分一等奖。此
外，他们还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这次大会所设的大
奖，郑州代表团全部榜上有名。

历史不可以重来但可以回望，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
行，那让我们记住这些经典的瞬间和数据吧。

助跑，加速，抬腿，纵身一跃，郑州选手朱家鑫第二次
成功跃过了 2米 02，而他的唯一对手程浩智选择 2米 04免
跳。在张凯教练的部署安排下朱家鑫选择跳 2米 04，但前
两跳朱家鑫未能成功，只剩最后一跳了，这一跳将决定成
败！又一次助跑、起跳，然后是堪称完美的背越式飞越，
横杆却依旧稳稳停留在支架上。随后，对手不得不试跳 2
米 06，但三跳失败。郑州代表团在跳高项目上喜获一
金。此刻在场边默默观战已久的体育局局长李庆山与运
动员朱家鑫拥抱在了一起，泪水湿润了每一个人的眼眶。

让我们记住这风驰电掣的速度吧，建设体育强省需
要这种分秒必争的精神。

5月 19日，在自行车男子甲组 4公里团体追逐赛中，郑
州选手段旭、邵帅、祝瑞康、肖雨龙以4’31"994的优异成绩，
打破 4’34"251的全国青年纪录，这也是本届省运会超过的
唯一一项全国青年纪录。他们在用成绩捍卫郑州自行车全
省霸主地位的同时，也用实力证明了其后备人才的厚度。

还有郑州乒乓球，是曾经培养出葛新爱、邓亚萍等
巨星的英雄集体，但在邓亚萍退役后也有过长期低迷，
省十二运会之前的历届省运会，郑州的夺金数从未超过
4枚。但这次他们扬眉吐气，获得了乒乓球比赛 14金中
的 6枚金牌。还有近 20年未问鼎的男足金牌，这次也终
于如愿以偿地挂在了郑州小伙子的脖子上。

传统优势项目雄风犹在，绝对领先地位不可撼动。
武术散打项目，郑州市“省队市办”渐入佳境，获得 17枚
金牌中的 10枚；拳击项目获得 26金中的 13枚金牌，带队
教练员已被省队聘任，开始备战下一届全国运动会。

人们不禁要问，郑州何以能领军河南体坛？他们的
成功经验在于拓宽思路、多渠道发现培养人才军团。

在这个周期，他们坚持以“奥运争光”为人才培养最
高目标的战略，紧紧依托国家、省、市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培养人才，事半功倍。在本届运动会上，郑州金
水一中和惠济一中中长跑后备人才训练基地斩获 8金；
作为郑州市训练基地人才库的塔沟武校，在散打、武术
套路、拳击、跆拳道项目上全面开花，共为代表团贡献 32
金；与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十一中、郑州七中等体育
传统项目学校大力推进体教结合，在田径、游泳、足球、
网球等项目上捷报频传，其中，省实验中学就独揽田径 7
金。上届省运会结束后，郑州市体育局与郑州市二中签
订跆拳道项目市队校办协议，此次教练员王晋予带领二
中队员狂揽六金，震惊省内跆拳道界。

正是因为这种行之有效、充满活力的人才培养体
系，不但保证了郑州在省运会的领先地位，而且培育出
众多的体育明星为国争光，撑起了河南竞技体育的半壁
江山。截至 9 月 30 日，韩国仁川第十七届亚运会上，郑
州籍运动员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 7枚金牌。其中，宁泽
涛在游泳项目上夺得 4金；敬亚莉、赵宝芳取得女子 4公
里团体追逐赛冠军；孔洪星夺得武术散打 60 公斤级 1
金；董栋获得蹦床 1枚金牌,索冉获得 50米蛙泳亚军。

观河南体坛，数风流人物，还看郑州！④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