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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 悦）1 月 28
日，正在韩国济州岛冬训的河南建
业进行了球队海外拉练的第二场
热身赛，最终依靠小将钟晋宝的进
球，他们 1∶0 战胜了韩南大学，取得
来韩国后的热身赛首场胜利。

虽然当天的对手是韩国大学
生联赛排名前六的球队，但无论经
验还是实力建业都要高出对手一
截，这场热身赛，建业的三名外援
依然作壁上观，只是依靠全华班，
球队就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主动。
不过由雷永驰和肖智组成的建业
锋线，当天的运气还是不怎么样，
两人在上半场就获得了几次不错

的单刀机会，但却都没能完成最后
一击，直到第 30 分钟，掌握主动的
建业才由钟晋宝打入一球。

一球落后的韩南大学虽然此
后也加强了拼抢的力度，但由顾
操、卢强、毕津浩等人组成的建业
防线并没有给对手什么机会，而在
下半场换上了几名年轻球员后，建
业的攻势也开始有些沉闷，最终 1∶0
的比分也保持到了比赛结束。不
过，这场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暴露
了建业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全场
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缺乏值得信赖
的得分手，这让主教练贾秀全也有
些头疼。④11

本报讯 （记者李若凡 通讯员
张林波）1 月 28 日，中国男排联赛

（2014~2015）资格赛·中国体育彩
票漯河赛区的比赛已在漯河市体
育中心体育馆开赛。

揭幕战由湖北男排对阵天津男
排，首局湖北男排进入状态较慢，完
全被天津男排压制，12 比 25 大比分
输掉此局。湖北男排及时做出调
整，从第二局开始逐渐找回感觉，25

比 22、25比 22、25比 17连胜三局，最
终以 3比 1击败天津男排。

本次资格赛共有 7支队伍参加，
分别为湖北、天津、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复旦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江苏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比赛采取单
循环的形式，7 天共进行 21 场角逐，
每天安排有 3 场比赛，上午比赛 9 点
30 分开始，下午的比赛于 15 点进
行，比赛将于 2月 2日结束。④11

超级大乐透再次迎来头奖井
喷！在湖北武汉彩民擒得 50注头奖
获 2.67 亿元巨奖后，仅相隔 6 天，超
级大乐透头奖在 1 月 26 日晚再次井
喷，当晚第 15011期开出 16注 621万
元头奖，其中有 10 注被一位河南平
顶山彩民独揽，广东彩民中 2 注，其
余 4注分落北京、山东、重庆和陕西。

第 15011 期超级大乐透的开奖
号码为“04、13、22、25、30 + 01、06”
其中前区号码“30”是连续第二期
开出，“22”为隔期开出的热号，其
余 3 个号码都是遗漏时间较长的冷
号 ，“04”遗 漏 23 期 ，“13”遗 漏 11
期，“25”遗漏 20 期，这 3 个冷号也
加大了当期超级大乐透的竞猜难

度。后区“01、06”则与上期后区开
出的“02、07”形成了斜连码。

第 15011 期超级大乐透在全国
井喷 16 注头奖，不过这 16 注头奖
都没有进行追加，每注错失了 300
多万元的追加奖金。河南的 10 注
头奖确定被一人独揽，总奖金高达
6210 万多元。④11 （王世让）

建业海外热身迎首胜

中国男排联赛资格赛漯河开打

体彩乐园

平顶山彩民独揽大乐透6210万巨奖

论人口才 300 多万，论面积，才 1 万多
平方公里，素有“黄河明珠”、“天鹅之城”
美誉的三门峡是个不折不扣的小城市。
但就是这个地处偏僻的豫西小城，着力开
展全民健身运动，培育了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的“豫西农民篮球赛”、“横渡母亲河”、

“黄河公园专业赛道自行车比赛”等品牌
赛事，不但在全省独树一帜，更在全国引
起了强烈反响，也使该市连续 15 年荣获全
国全民健身优秀组织奖。那么如此多的
品牌赛事为何“扎堆”这个豫西小城呢？

▶▶一个“草根”品牌引发
的全民健身潮

享誉全国的“豫西农民篮球赛”，可以
说是土生土长的“草根”活动，不仅是因其
源自于农村，还因为它的发起人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农民。

这个名叫梁金牛的农民出生于灵宝
山村，虽然自幼患小儿麻痹，但他酷爱打
篮球，从 1992 年起开始创办农民篮球赛，
至今已 20 多年。起初只是在茶余饭后、农
闲时节及庙会期间在打麦场上过过瘾，后
来辐射到附近几个村庄，哪个村有庙会、
逢集市就到哪儿打，各村轮流当东道主。
有个村因球赛的前一天下了雨淋湿了球
场，为了不影响球赛，群众就自发抱着柴

草在球场上烧，直到将麦场烘干。看到群
众参与热情如此之高，梁金牛等几位组织
者从 1993 起，开始在焦村镇卯屯村搞起了
首届“园林杯”篮球邀请赛，参赛球队达到
40 个。此后，比赛规模越来越大，已经成
为豫西农民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节目之
一。各村从初一打到十五，群众参与热情
之高，历时之久，人数之多，开创了豫西地
区农民体育活动的最高纪录。豫西农民
篮球赛就此成为三门峡群体第一品牌，被
称为豫西的“农民 NBA”，而梁金牛本人也
被 人 们 亲 切 地 称 为“ 民 间 萨 马 兰 奇 ”，
2009 年还入围“感动中原”人物候选人。

像梁金牛这样的“牛人”在三门峡市
还有很多，如在村里建起了全省最高标准
的农民体育中心的陕县大营村党委书记
陈玉顺，将卢氏门球打到了韩国的卢氏县
职高退休校长武金钟等。在他们的带动、
组织下，三门峡的体育人口达 45%以上，
在全省名列前茅。

▶▶一群“疯子”带动国家
级游泳活动

天寒地冻，破冰成泳……当我们身着
厚厚的羽绒服待在温暖的房间时，三门
峡黄河波涛中却有这么一群“疯子”游兴
正浓。他们便是三门峡冬泳人，领头的
就是姚红福。网名“百岁”的他是一个颇
具实力的餐饮老板，除了忙生意，最大的

爱好就是游泳，无论严寒酷暑还是刮风
下雨，每天都不间断。除了三门峡黄河
库区畅游外，他每年几乎有一半时间在
全国参加游泳活动，“7·16 横渡长江”、

“台湾横渡日月潭”、“乳山 7000 米海上横
渡”、“横渡千岛湖”等活动现场，都有他
的足迹。

2009 年，看到三门峡宽阔的黄河水
面，刚刚参加过横渡长江活动的姚红福动
了心：他们能搞活动，我们为什么不能
呢？很快，姚红福就把“关于举办横渡黄
河的建议”发到了市长信箱。时任三门峡
市长的杨树平（现三门峡市委书记）看到
后非常赞赏，立即决定把“横渡黄河”活动
列入三门峡国际黄河旅游节系列活动中
去。于是，2010 年 5 月黄河旅游节期间，

“千人横渡母亲河”活动顺利进行，1000 多
人参加了横渡。

2011 年，三门峡市体育局受市政府委
托承办此项活动后，努力争取上级体育主
管部门支持，确保进一步提升该活动的规
格和品位。在多方努力下，“2011 中国·三
门峡横渡母亲河”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
游泳运动管理中心、河南省体育局等共同
主办，市体育局承办。至此正式升格为国
家级。此后 3 年，参与人数逐年增加，影响
日益扩大，短短数年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
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公开水域
游泳活动，被省体育局确定为全省群众体
育五大品牌赛事之一。

▶▶一个公园成就的知名
专业赛事

在三门峡市区北部，黄河沿岸，一座
风景秀丽、占地面积 3668 亩的公园成了旅
游观光的新亮点，因其以黄河沿岸自然地
貌为主要景观，故命名为“黄河公园”。在
公园里，市委、市政府斥资 1 亿元，打造了
我省首条高标准的自行车专业赛道。这
条环形赛道依地势而建，全长 10 公里，宽
6-8 米，既有能满足专业运动员比赛的高
速度、大坡度、急转弯路段，也有满足业余
运动员体验骑行乐趣的平缓路段。在“芦
荡烟雨”“桃源幽谷”“茅津古渡”等各种景
观映衬下，这条专业自行车赛道与九曲黄
河遥遥相望，成为三门峡自行车运动发展
史上新的里程碑。

2013 年 5 月，全国山地自行车邀请赛
在这里成功举办，首战告捷；2014 年 11 月，

“中国·三门峡黄河公园专业赛道自行车比
赛”在这里隆重举行。赛事奖金达 20 余万
元，加上宣传力度大，吸引了全国各地 1000
余人参赛。本届自行车赛推进了“黄河金
三角”概念和“黄河故道”地域特征，以“创
新、团结、绿色”为主题，实现了赛事水平、
影响、效益的全面提升，成了职业与大众选
手同场竞技、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交相辉
映的品牌赛事，目前已成为河南省重点打
造的自行车品牌赛事之一。④11

体育品牌赛事为何“扎堆”三门峡？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金小燕

新华社墨尔本 1月 28日电“海峡组
合”郑洁、詹咏然 28 日以 6∶3、6∶2 击败荷兰
选手克拉吉塞克和捷克选手斯特里科娃，
晋级澳网女双决赛。

这是郑洁继 2006 年澳网、温网夺冠后
再度闯入大满贯女双决赛，也是詹咏然继
2007 澳网、美网两获亚军后再度挺进大满
贯女双决赛。

詹咏然赛后表示，两人一路顺利走来，
最主要的是靠默契。郑洁在比赛中的坚持
精神和场下的情绪管理也让她学到很多。

“我们打法节奏类似，说战术我们能力
都可以做得到，彼此很了解对方，沟通没有
问题。”詹咏然说，“郑洁一直很照顾我，对
我来说就像姐姐的感觉。”

“海峡组合”表示，除了在赛场上的默
契，两人在场下还有对美食的“同好”。二
人和张宇商讨战术时常以“谈吃”做结尾。
郑洁也常常微信给詹咏然美食的照片。詹
咏然说，自己收到后都是先吞下口水才回
复。

“我觉得这点对我们场上的默契很重
要，因为看到彼此就会开心。”詹咏然说。
在郑洁表示自己要去吃一顿“螃蟹粉丝煲”
庆祝胜利后，詹咏然也笑着附和“我也是这
么想的”。

由于格尔格斯、格罗恩菲尔德组合在
萨法洛娃、马泰克组合 6∶0 赢下首盘后退
赛，郑洁、詹咏然组合将在决战中对战捷克
选手萨法洛娃和美国人马泰克。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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