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栏目由建业（中国）
住宅集团特约刊登

河南省好新闻名专栏

本报讯（记者 李悦）6月 1日，中国
足协正式发布官方公告，为了让国足更
好地备战世界杯预选赛，中超的赛程也
将进行适当的调整。根据这份调整计
划，原本定在 8月 3日和 4日进行的第
21轮中超，被提前到6月15日进行，因
此建业主场对阵延边富德的比赛，将在
6月15日的19点35分在航海体育场开
打。受此影响，原本 6月 17日第 13轮
中超建业客战石家庄永昌的比赛，也调
整到6月19日19点 35分进行。虽然6

月份赛程密集，不过建业的对手不少都
是中下游球队，球队可以借此机会抢下
更多的积分。

当然，此番赛程调整受影响最大的
是拥有众多国脚的豪门球队，毕竟国脚
们在6月3日将面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队，6月7日将迎战哈萨克斯坦队，随后
在6月11日-19日期间，是三轮中超联
赛。16天面临5场比赛，这对国脚的体
能是场考验，幸好平民化的建业没有这
种苦恼。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从省重竞
技中心了解到，2016年世界女子拳击
锦标赛日前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结束，河南名将王诗锦在 81公斤以
上级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这是年轻
的王诗锦继去年世锦赛获得亚军后，连
续第二次在世界大赛上获得奖牌。

据河南拳击队总教练谷锦华介绍
说，王诗锦第一轮战胜了一名乌兹别克
斯坦选手，第二轮又战胜了曾获得欧洲

亚军的匈牙利选手，在半决赛遇到了东
道主选手。两个人身高、体重都很接
近，实力相当，但对方占据了天时地利
人和之便，拼得非常凶，经过苦战，王诗
锦以微弱的劣势告负，无缘决赛，最终
获得一枚铜牌。哈萨克斯坦选手又在
决赛中获胜，获得了该级别的冠军。

这次比赛，尽遣主力出战的中国队
获得了 2金 2银 2铜的好成绩，仅次于
获得4枚金牌的东道主。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田振
亭）由国际啦啦操联合会主办的 2016
韩国“国会主席杯”国际啦啦操公开赛5
月28日下午在韩国首尔举行。代表中
国参赛的河南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
啦啦操队战绩喜人。

这次比赛是公认的世界最高级别

的啦啦操赛事，共有来自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选手在韩国国会大礼堂同台
竞技。比赛按照年龄分组进行。郑州
财税金融职业学院代表队凭借踏实的
功底和精彩的表现，连连获得高分，先
后获得世界公开组花球冠军、世界公开
组街舞亚军以及最佳团队奖。③4

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30 日，
2016年全国日报体育新闻学会研讨会
在天津落下帷幕。本次研讨会以“全民
惠运”和“聚焦里约”为主题，在为期两
天的会议里，来自全国各家日报的体育
媒体同行围绕两大主题交流新闻报道
经验，探讨新时期日报体育工作未来的
发展方向。

在离里约奥运会开幕仅剩两个多
月的背景下，作为今年日报体育的工作
重点，奥运会的报道自然成为会议聚焦
的重点，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领导还专
门在会上介绍了里约奥运会中国健儿
的备战情况。在明确了奥运期间的报

道重点以及有关报道线索后，与会的日
报体育媒体人均认为，在新的形势和新
的变化下，日报应该为公众奉献更多有
思想、有深度、有品质的前方报道。

此外，作为本次研讨会的重点之一，
天津市体育局向参会媒体介绍了2017
年在天津举办的第十三届全运会的各项
筹备情况，并回答了中央和省级媒体关注
新闻报道、安保、交通、志愿者服务等诸多
问题。研讨会期间，大家还参观了天津津
报金控投资管理公司，对该公司“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新传媒时代专业投资服
务”项目进行了观摩，并探讨了媒体介入
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内容。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已经连续举办
了3届的中国垂钓界最火热、最刺激的淡
水池钓赛事FTT，今年落户郑州——6月
17日至19日，2016中国垂钓电视直播精
英赛河南郑州站的比赛将在位于荥阳的
郑州龙凤山庄国家垂钓基地举行。

这项由中国钓鱼协会主办的比赛，
是我省时隔15年之后再度举办的国家级
赛事，参赛选手可通过比赛获得中国钓鱼
运动协会积分系统的相应积分。届时，来

自全国的600位职业垂钓高手将齐聚郑
州，争夺大奖。河南的垂钓特级大师何海
滨、国家一级垂钓大师刘林、国家一级垂
钓大师马焱等40多位选手将和全国高手
同场竞技，一决高下。和其他钓鱼比赛最
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垂钓电视直播精
英赛是国内唯一一档完全电视直播化的
大型淡水池钓系列赛事，届时央视、湖南
卫视等频道将对赛事进行直播，以满足垂
钓爱好者的观赏需求。⑥11

中超为国足备战让路

建业两场比赛时间调整

全国日报体育新闻学会
研讨会在津落幕

河南女拳王获世锦赛铜牌

河南啦啦操选手惊艳韩国

选手有积分 比赛有直播

“职业钓鱼比赛”再临郑州

王诗锦（左）在比赛中。 本报资料图片

5 月 27 日，来自河南各地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的 92 名足球指导教
师参加了 2016 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足球指导教师初级培训班（开封
站）开班仪式。

今年五月，国务院办公厅联合
下发《关于强化学校体育 促进学
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的文
件，就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和强
化学校体育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强调学校体育是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教育
现代化，建设健康中国和人力资源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重要意义。

本次培训针对的，是当前中小
学校体育教师能力不足、师资队伍
相对薄弱的情况。校园足球联系着
体育未来的发展走向，青少年足球
的普及与提高离不开学校，离不开
高质量的足球指导教师。河南省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指导教师初级培训
就是要解决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足球
教师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足球

指导教师们也可以从培训中更新足
球教育教学理念、学到许多新颖的
训练方法，使他们在今后的教育教
学当中更具针对性，让学生真正受
益。希望参培教师以此次培训为起
点，更新观念，潜心学习，提升能力，
不断完善，深入推进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工作的开展，为校园足球发展
奠定更坚实的基础。⑥9

（校足办）

儿童节过后，又一大事件来啦！
河南体彩官方微信“集彩豆 赢好礼”
活动火热开场，动动手指，就有机会
赢由体彩中心送出的价值200元的

“顶呱刮”即开票，免费邮寄，还等什
么，迅速了解一下活动参与方式吧！

【活动流程】
1、关注“河南体彩”官方微信

（二维码附后）；2、回复“彩豆”即可
点击进入游戏；3、用户每人每天可
拆5个福袋，福袋内装有代表体育彩
票标志的5色彩豆，重复抽取同色彩
豆可以累加；4、集齐5色彩豆，系统
会自动弹出消息告知并要求您填写

个人信息，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
系，并得到由体彩中心送出的价值
200元体彩顶呱刮即开票，免费邮
寄；5、点击“我的彩豆”进入个人中
心，可以将自己多余的彩豆赠送给
需要的微信好友，帮助他赢得奖品；
也可以在朋友圈转发，邀请朋友赠
送你特定颜色的彩豆，帮你赢得奖
品；6、奖品共计192份，送完为止，先
到先得；7、把活动分享到你的朋友
圈，可以增加5个福袋，中奖机会翻
倍哦；8、活动时间：2016年 6月 2日
起；9、由于即开票的兑奖限制，本活
动仅限河南省内常住彩民参与。

足球指导教师
培训班里“求学”

河南体彩“集彩豆 赢好礼”

顶呱刮“欢乐送”盛大开启

□令狐一刀

5 年前，当李红为河南也为中国

赢得第一个空手道世界冠军时，笔

者就写过一篇评论，题目就叫“河南

人就是爱尝鲜”，写的就是河南在全

国率先开展空手道运动、首先冲出

亚洲、走向世界的故事。5 年过去

了，空手道终于成了奥运会正式比

赛项目，我们不得不为河南队当年

的远见卓识而击节叫好！

其实，河南尝鲜的项目远不止空

手道一个。体育爱好者都知道，中国

的巫兰英是中国第一个射击世界冠

军，其实这个冠军归属河南是名副其

实，水到渠成的。因为河南在上世纪

90年代前是中国最有实力的飞碟运动

队之一，教练刘励升是国家队主教练，

巫兰英、冯梅梅、邵伟萍、李莉、张冰、

赵贵生、张新东、陈东杰等是国家队多

年雷打不动的主力，当时的河南队就

等于是国家队，国家队里河南话就成

了官方语言，见面问“吃了没”都快成

规定动作了。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女子跆拳道。

在陈立仁 1995年从焦作篮球体校挑

走了几个身高腿长的姑娘数年以后，

河南跆拳道就成了中国队的代名词，

贺璐敏、王朔、陈中、张会景等几代女

将构成了中国队的脊梁，第一个世界

杯冠军、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都烙

上了河南印。直到现在，郭耘菲仍然

是中国队大级别的重要人物，连获两

届亚运会冠军。

但是，光会“尝鲜”还是不够的，还

要会“保先”，即一直保持领先，保持先

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南的飞碟

和跆拳道都做得不好。在飞碟项目

上，河南自从 1997年八运会后，就与

全运会冠军绝缘了，在奥运会上也失

去了竞争力。今年中国队有4名队员

参加奥运会，竟然有 3个来自拜师河

南多年的山东门下，和河南毫不沾边；

参加今年奥运会的 4名男女队员中，

也没有一个河南人。具备奥运会夺冠

实力的郭耘菲由于种种原因痛失奥运

会资格，只能看着队友奔赴里约。

为什么河南的优势项目不能保持

长盛不衰，而出现这种“各领风骚没几

年”的情况？人才断层是一个原因。

毕竟各个项目是靠人来延续辉煌的，

没有有天分的运动员，群众基础再好，

教练经验再丰富，基地伙食再好，保障

工作再细致也不好使；另外不能忽视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躺在功劳簿上吃老

本，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常常是一个

好运动员成就了一大串人，评上了一

群高级职称，但很少有人再去扎扎实

实地狠抓后备力量，总结过去经验，培

养出新的明星来了。

毋庸讳言，如今河南的空手道运

动又将面临与以往的飞碟和跆拳道类

似的局面。在该项目进入奥运会、也

肯定会很快进入全运会以后，别的省

份也要下大力气开展这项运动，河南

面临的争夺就比以往激烈N倍，人才

也有流失的可能性，说不定这会儿就

有不少经济发达地区挥舞着支票本在

“勾引”我们的教练员、运动员呢。如

何使现有的运动员水平继续提高，达

到世界最高水平，在奥运会上为国、为

河南争光，同时又实现该项目可持续

性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出人才，而不

是一锤子买卖，昙花一现，是河南体育

界的领导和有关人员不得不考虑的重

要问题了。⑥9

□本报记者 李悦

6月 2日凌晨，国际奥委会执委
会投票一致通过，空手道和棒垒球、
冲浪、滑板、攀岩一起，成为2020年
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共设
18枚金牌。空手道的入奥，不仅对
于 2020 年奥运会东道主日本是件
好事，对于在中国最早开展这项运
动的河南同样喜闻乐见。未来四
年，河南的空手道运动能否借入奥
这一强劲的“东风”乘势而起，成为
河南体育的新亮点呢？

发源中国的日本国术

作为日本的国术，空手道是日
本传统的格斗技结合唐手发展出来
的，其发祥地是历史上的琉球王国
（今琉球群岛）。按照学术界的普遍
说法:1392年，琉球国中山王察度派
遣使者向中国明朝进贡，明洪武帝
派遣闽人三十六姓前往琉球。这些
中国移民在那霸港附近建立了久米
村，将中国的先进技术带到琉球的
同时，中国拳法也被带到了琉球，最
终结合了当地的格斗术琉球手后发
展成为现今空手道的原型唐手。

上世纪20年代，唐手从琉球传
入日本，很快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在
日本列岛流行起来，在此期间唐手

也正式改名为空手。二战后，空手
道开始了飞速发展，并在大山倍达
等一批高手的推动下，开始向世界
推广。

进军奥运的一波三折

比起拳击、摔跤等项目，空手道
则更追求身心皆修，因此虽然起步
较晚，但这项运动很快就在世界上
流行起来，尤其是欧美的白领最为
青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
今的空手道已经成为世界性运动，
世界空手道联盟有着190多个会员
国，全球 7000 多万人在学习空手
道，而每年的世界锦标赛也有数千
名选手参加。

在规模不断扩大之余，空手道
运动就一直在谋求进入奥运会的大
家庭，不过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和
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两次冲击，它
们都是功亏一篑。好在随着 2020
年夏季奥运会最终落户东京，在日
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空手道开始
了进军奥运会的第三次努力。

由于在日本非常普及，空手道在
奥运期间不需要特别修建比赛场馆，
此外，该赛事可以在3天的时间内完
成，这些都成为空手道竞逐“奥运席
位”的有利条件。最终在6月2日凌
晨的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投票中，空手

道以第一的得票率成为奥运会5个
新项目之一，只要走完8月初的国际
奥委会全体会议投票流程，空手道的

“奥运之梦”就能彻底实现。

河南体育能否“借东风”

空手道进入奥运会，不仅对该项
运动的推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
于探求新发展点的河南体育也是一
个意外之喜。作为国内最早开展空
手道运动的省份，成立于2007年的
河南空手道队，一直占据着该项目全
国霸主的地位，其女队不但9次获得
全国团体冠军，更培养出了中国第一
位空手道世界冠军李红。

回顾艰苦历程，带领河南空手道
队白手起家的主教练任晓凤感慨颇
多，对于空手道能够成为奥运会比赛
项目，她也是感到由衷的高兴。任晓
凤觉得，过去近10年的坚持算是有
了收获，河南的空手道健儿终于有了
为国征战奥运赛场的机会。

不出意外的话，在国际赛场上
竞争力一般的中国空手道项目，要
想在奥运会上有所收获，其主要突
破点还是女子方面，而这正是河南
空手道队的强项。目前中国空手道

国家队里有近一半的队员来自河
南，尹笑言、高梦梦、丁佳美、崔禾伟
四名奥运适龄小将，也是国家队重
点培养的队员，她们在国际赛场上
均有着不俗的表现，其中尹笑言在
去年还战胜日本选手勇夺亚锦赛的
金牌。谈到四年后的奥运会，任晓
凤教练表示，十年磨一剑，静待奥运
扬威。

一直以来，河南省体育局对于
空手道运动都是不遗余力加以支
持，省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任马延
春就曾表示，作为一项适合向社会
推广的运动项目，空手道在全民健
身中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值得体
育局给予重视，而并不一味追求

“金牌至上”的河南省体育局，这次
也因为自己的“超前眼光”有了意
外收获。马延春主任表示，借着进
军奥运会的这股东风，接下来省里
将加快成立省空手道协会，依托全
省锦标赛和省运会，选拔更多的优
秀苗子，巩固河南空手道在全国的
领先地位。马延春也希望，河南空
手道队能够抓住这次机遇，让空手
道在全民健身中发挥更大作用的
同时，也能成为河南竞技体育的新
亮点。⑥9

会“尝鲜”，更要“保先”！

空手道进入东京奥运会

河南体育
能否“借东风”？

20│体育 2016年6月3日 星期五
策划 孟向东 责任编辑 黄晖 李悦

一周评论席

焦点全垒打

赛事短平快

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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