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悦）7 月 27 日晚，
2016年足协杯将通过1/4决赛第二回合
的比赛决出最终四强。首回合主场2∶1
取胜的河南建业，这次将在常州挑战卫
冕冠军江苏苏宁，3天前刚刚在联赛中被
苏宁击败的建业，这次需要用一场胜利
来洗刷被大比分屠杀的耻辱。

作为在中甲和中超纠葛多年的老对
手，建业与江苏之间可谓爱恨交织。
2006年，在江苏队的主场，建业曾踏着对
手完成了自己的冲超伟业，而转眼 6年
后，在中超的顶级较量中，坐镇主场的江
苏队，也用一个5∶1让建业尝到了球队最
大输球纪录的苦果。尤其是在苏宁入主
江苏队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土豪的江苏
队，与平民代表建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

烈，足协杯上建业刚刚取胜，苏宁就用一
个4∶1完成了对建业的联赛“双杀”。

平心而论，联赛能“双杀”建业，又
有一个客场进球在手，让第二回合坐镇
主场的江苏苏宁有着不小的心理优
势。考虑到最近 4轮联赛，由特谢拉与
马丁内斯组成超强攻击线的苏宁，在主
场总共打入了 8球，而建业却被各路对
手13次攻破本方大门，纸糊的防线碰上
犀利的尖刀，建业足协杯晋级的前景自
然不会被人看好。好在，领先半个身位
的建业还有一场胜利垫底，以防守起家
的他们，面对苏宁也并不是毫无还手之
力，只要扎紧篱笆零封对手，终结苏宁
的卫冕之梦，也算报了联赛被“双杀”羞
辱之仇。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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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6085期全国开出47注大奖，其中
40注基本投注头奖和 1注追加投
注头奖同时花落江苏苏州工业园区
05209体彩网点。经过数据检索，
它们出自两张彩票，其中40注基本
投注头奖出自一张彩票，总奖金高
达2.14亿元，应为一人所中。该大
奖为体彩大乐透史上第 11个亿元
大奖，也是今年大乐透开出的首个
亿元大奖。另一张为复式追加票，
总奖金884万元。两张中奖票的出
票时间仅仅相差不到一分钟，两张
票是否为同一人所中，还需静待领

奖者。2.14亿元大奖也成为江苏体
彩第二巨奖，仅次于2012年苏州昆
山彩民中出的2.56亿元大奖！

05209体彩网点位于苏州市工
业园区胜浦镇新胜路商业街嘉馨弄
37 号，曾在 2008 年 4 月中得第
08066期7位数特等奖，奖金近200
万元，成为当地有名的体彩投注
站。据站点业主沈先生介绍，由于
本地人很少投注 40倍这样的高倍
数，加上他印象中这位彩民使用的
是普通话，猜测中奖者可能是一名
新苏州人。

本次如果这2.14亿元、884万元

大奖为同一位彩民斩获，总奖金将达
到2.23亿元。经过计算，在扣除个人
偶然所得税后，中奖彩民仍可领取超
过1.7亿元的奖金。⑥9 (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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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全国场地自行
车冠军赛总决赛23日在沈阳结束，河南
自行车队表现神勇，收获三枚金牌并打
破一项全国纪录。

本次全国场地自行车冠军赛总决赛
为期3天，共有来自全国18支代表队的
近400名运动员参赛，河南派出15名队
员参赛。正在跟随国家队备战里约奥运
会的河南场地自行车四女将赵宝芳、敬
亚莉、王红、马梦露没有参赛。

率先夺金的是由胥玉龙、王丰年、岳
昊、杨懿铭组成的河南队。他们在男子团

体追逐赛的比赛中战术得当、发挥出色，
最终以4分00秒036的成绩夺冠，打破了
山东队在十二运会上创造的 4分 00秒
626的全国纪录。在随后的比赛中，王丰
年、鲍珊菊、孙飞燕再接再厉，又分别为河
南队夺得男子全能赛、女子凯林赛以及女
子20公里记分赛冠军，老将冯永也在成
年组男子争先赛上摘得一枚银牌。

省自行车及现代五项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马全钧非常满意队员们的表现：“这是对
他们认真科学训练的褒奖，也增强了他们
在未来的比赛中再创佳绩的信心。”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7 月 24 日晚，
2016 赛季全国男子篮球联赛（NBL）第
25轮角逐展开，坐镇南阳主场的河南赊
店老酒男篮轻取拉萨净土队，重新叩开
胜利之门。

此战之前，河南男篮在新外援华盛
顿到阵后持续发力，豪取一波十连胜，直
到第 23轮客场 85∶103不敌安徽男篮，
连胜势头才告终止。本场比赛面对此
前已七连败的拉萨净土男篮，河南男篮

毫无压力，半场结束就领先 22分，让比
赛早早没了悬念。最终河南男篮以
114∶101取胜。华盛顿得到全队最高的
33分并有8篮板1助攻2抢断，克拉克也
有32分 10篮板1助攻1抢断入账，李晓
虎贡献 12分 4篮板 1抢断，姜宇星拿下
11分9篮板1助攻。

NBL25轮战罢，河南男篮以18胜 7
负积43分的成绩，紧随陕西（48分）、安徽
（47分），继续稳居积分榜第三位。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上周末，2016
年全国拳击锦标赛（19至 23岁）的较量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落下帷幕。经过激
烈较量，河南拳手最终收获两金一银一
铜，以及三个第五名，展现了在该项目上
后备力量的实力。

本次锦标赛是2015年国家新设立的
一项拳击比赛，旨在为年轻选手提供更多
的锻炼机会，为东京奥运会发现和储备人
才。在年轻教练李亮亮的带领下，河南的

年轻拳手们，在女子57公斤级和男子69
公斤级上成功折桂。据省重竞技运动管
理中心书记田间介绍，在里约奥运会之
后，河南将成立省级拳击协会，并着重打
造全省的拳击联赛，届时还会邀请已经步
入职业拳坛的张志磊，回到家乡举办一场
高水平的职业比赛。省重竞技运动管理
中心希望能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将拳击运
动和全民健身相结合，吸引省内更多的青
少年参与这项充满激情的运动。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7月 24日，由河
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科学
技术厅主办，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等承办的“寻找红色足迹”第十届河南省
定向越野锦标赛，在新县鄂豫皖革命军
事博物馆英雄广场拉开帷幕。

本次比赛是河南省定向越野锦标赛
首次在郑州市以外的城市举行，共有来自
全省39个单位的382名选手报名参赛，

赛事分男、女两个组别，项目包括百米定
向赛、中短距离赛和接力赛4个单项。

定向运动健身、益智，近年来影响力
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不断增多。首次承
办省级专业比赛的革命老区新县，也有
意通过此次锦标赛的成功举办，推动“旅
游+体育”产业发展，开创老区“旅游+健
康”产业的新起点。比赛现场有1000余
人参加了定向运动体验活动。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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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山娃足球”，王老图的啥？
偏僻的太行山区，简陋的山村

小学篮球场上，一场别开生面的足
球赛正在进行，亲自下场比赛的王
随生，在被一名孩子绊倒后，坐在地
上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全然忘了
自己已经是快70岁的人了。

给山里的孩子们带去足球运动
的快乐，是五年前王随生在经过洛
宁一个山村小学时突然兴起的念
想，这一朴素的理念，也是王随生发
起“山娃足球”活动的初衷。“咱别提
什么献爱心，山区支教这些光亮的
词汇，我们就是要把世界第一运动
这个游戏带给深山里的孩子。”在向
每一个志愿者介绍“山娃足球”时，
王随生都不忘强调一下自己活动的
宗旨，他也确实希望山区的孩子们
能通过足球达到锻炼身体，获得快
乐，并培养出团队精神和公平竞争
意识的目的。

在“山娃足球”活动逐步成型期
间，曾有不少人劝王随生将这一活
动最终发展成为基金会模式，但怕

“麻烦”的王随生，最终还是选择了
更为纯粹的公益性质。据王随生介
绍，他们的每次活动都不会牵扯太

多的经费，每次进山的过路费和燃
油费都是由志愿者自己承担，而教
山里孩子们踢球，所有人也都是无
偿的义务付出。

推动“山娃足球”，王老靠的啥？
在王随生的工作总结里，有这

样一份特殊的捐赠名单，在一排的
人名后面，列的不是捐献的金额多
少，而是捐了多少个足球。王随生
认为，每一个参与自己活动的人，都
是抱着做公益不求名的目的，捐赠
不在多少，真心才有意义。

“实际上，单靠我一个人，根本
无法推动这一活动的开展，这里面
也有社会各界人士的功劳。”在采访
中，王随生特别提及了一件事，就在
今年元旦，他曾在足球小圈里发了
一条捐赠足球的微信，而在短短一
周内他就收到了 2000 多个足球。
捐赠人里，除了喜爱足球的河南企
业家、教练、曾在河南建业效力过的
队员、河南女足队员外，还有在海外
工作的河南人，以及昔日的建业三
剑客波尔乌。此外，郑州政通路小
学足球队的小队员们，在观看了教
练朱亮制作的幻灯片后，不仅每个
人为山里的小伙伴们捐赠了一个足

球，他们的家长还为那些山区孩子
们买了一双新鞋。

王随生觉得，正是有了这些热
心人士不求回报的支持，他的“山娃
足球”活动才能成型，并一直秉承公
益的形式坚持下来。

投身“山娃足球”，王老收获啥？
从去年的10月份，王随生与志

愿者们第一次以“山娃足球”的名义
走访山村小学，到今年7月，他们已
经探访过了32所山村小学，其足迹
遍布河南新乡、鹤壁、洛阳等偏远的
贫困山区，这项活动也几乎占据了
王随生大部分的闲暇时光。

王随生与这么多志愿者，又贴钱
又出力，所图的无非就是孩子们快乐
的笑脸。王随生仍然记得，当他在卫
辉的一所山村小学，把一个足球递给
一个孩子时，孩子原本怯生生的小脸
上突然露出的灵动笑容。

“这些山村孩子们大多都是留
守儿童，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在小
山村里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而一
块简陋的场地，两捆柴火当门，再加
上一个足球，就可以让脚穿凉鞋的
他们快乐一个下午。”王随生表示，
他的“山娃足球”并不苛求去发掘什
么优秀的足球苗子，只是希望能给
山村孩子们平淡的童年记忆带来一
抹亮色。

也正是在王随生的带动下，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他的梦
想。就在上个月，著名球星罗纳尔
多在来河南时，听说了“山娃足球”
的事迹，主动捐赠了 500个足球以
及一批足球教学器材，王随生也亲
手刻了一方印来表达了自己的谢
意。王随生说，能够结识越来越多
的足球爱心人士，是他投身“山娃足
球”的一大收获，此外通过这一活
动，他们不仅将快乐带给山村的孩
子们，而且还有着远离喧嚣，亲近大
自然的意外收益。

一位山村小学的校长，曾专程
将几篇学生作文转交给了王随生，
在作文中，孩子们用文字抒发了自
己第一次接触足球的快乐心情，这
些生涩而质朴的作文，也深深鼓舞
着王随生，让他感受到了将“山娃足
球”坚持下去的意义所在。谈到未
来的目标，王随生表示，他接下来计
划走访100到 200所河南的山村学
校，通过“山娃足球”，将快乐带给更
多的山村孩子。⑥9

“足球教父”的“山娃足球”梦
□本报记者 李悦

王随生是河南足球兴

衰的见证者，在他51年的

足球阅历中，他当过运动

员、主教练、足校校长以及

职业俱乐部副总经理和顾

问，这位亲历了河南足球

半个多世纪发展历程的老

人，也被众多球迷尊称为

河南足球的“教父”。

原本凭着自身的金字

招牌，王随生有大把的机

会去实现自己的经济价

值，再不济，依靠过去的积

累，他也可以在家里轻松

地颐养天年。但一次进山

的经历，让这位即将奔 7

的老人找到了新的人生目

标，并最终催生了他的“山

娃足球”梦想。

王随生和孩子们在一起。 王秋会 摄

□令狐一刀

按一般人的眼光看，王随生的

退休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因为投身

职业足球多年的他，有比较殷实的

身家，除了足球外还有很多别的爱

好：他曾是体工队大院内的业余围

棋高手之一，他的篆刻也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常常作为珍贵的礼物送

给远方的贵客。除此以外，他还喜

欢盆景、品茗，网球打得也不错，经

过手术治疗，一度很严重的腰椎病

也治好了，重新健步如飞了，退休后

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王

随生如今收起了网球拍，尘封了棋

盘，把培育多年的盆景也送了人，义

无反顾地开始了人生的另外一次拼

搏：让偏远山区的那些孩子们能圆

自己的足球梦。

很多人不理解他的选择，说他身

在福中不知福，王随生哈哈一笑，任

凭他人说；有人说他沽名钓誉，闲得

无聊，王随生照样哈哈一笑。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几十年来，他的为人

和业务能力尽人皆知，他无须解释。

他说他什么都不图，就图个孩子

们高兴。他永远忘不了山里的孩子

们初次接触到足球时的那份从羞涩、

紧张到激动、快乐的表情。他们那笨

拙的身影在他看起来，比他执教过的

那些高水平职业球员都矫健，那些幼

稚甚至拖着鼻涕的小脸也看起来是

那样的亲切，和他们在一起，他仿佛

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回到了自己的

童年时代。能让孩子们无忧无虑地

度过哪怕半小时、一小时的幸福时

光，他就觉得付出的一切都是超值

的。哪怕为了到达这些学校，他可能

要爬半天山，也可能中午就是一个馒

头就着一碗大锅菜。

王随生不是没有挣钱的机会，

许多年前就有人想和他合伙做生

意、办学校，他只要挂个名就好，他

不屑一顾；这次也有人给他建议，可

以弄个基金会，把生意做大，他又婉

言谢绝。他说可能我真的老了，跟

不上时代脚步了，脑子里根本没有

一点做生意挣钱的概念，只是把这

个事情当做一个公益事业，一个慈

善事业来做，目的很单纯，就是让孩

子们高兴。当然，如果有更有实力

的人帮助孩子们，我也很高兴，很感

谢。那样的话，不仅可以给孩子们

多买几个足球，还可以给他们买身

运动服、添双运动鞋，因为很多孩子

们还是穿着普通的衣服和鞋子踢球

的，踢不几次就烂了；也可以帮助孩

子们改善一下场地条件，因为去过

的那些山区没有一块足球场，哪怕

是简易的也没有，最艰苦的地方，摆

两个书包就是球门，有的地方稍微

一用力，球就骨碌骨碌地滚到几十

米、上百米的山沟里去了。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王

随生请了一个书法家朋友把这句诗

写了，但没有装裱，也没有想挂在客

厅里，而是记在了心里，落实在了行

动上。⑥9

晚霞依旧满江天
一周评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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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第二届校园足球“省长杯”
的成功举办，再次吸引了关注的目光。

为落实国家青少年足球运动推进
要求，省教育厅 2015 年正式下发了
《河南省校园足球行动计划》。随后河
南省校园足球办公室正式成立，提出

“育人为本，普及为重；面向全体，广泛
参与；夯实基础，逐步提高”的指导思
想，多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前列：培训
方面，已培养教练员、指导教师等人才
2000多人，初步形成校园足球第一线
的骨干力量。竞赛方面，建立起“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和“校长杯”、

“区(县)长杯”、“市长杯”到“省长杯”
两个层面的联赛体系，已经成为全国
最 早 开 展 四 级 联 赛 的 省 份 之 一 。
2015年全国首批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中，我省有736所学校入围，数量居全
国第一。

今年的“省长杯”足球锦标赛有来
自全省120多个代表队、近2000人参
加，受关注程度、参赛规模均远超上届，
可以说是河南足球史上的最大赛事。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省长杯”创
造性地实现了“校园足球+大数据”的
有效结合，成为全国首个引入足球数
字化监测分析系统的省级赛事。该系
统可对学生足球运动中的跑动距离、
速度、心率、负荷、轨迹等指标加以记
录并分析，为指导教学、科学训练、监
测比赛、选拔优秀学生提供全方位数
据支撑，真正开启校园足球“大数据”
时代。⑥11 （校足办）

“省长杯”
成全国首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