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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松）里约残奥
会我省运动员再传捷报。里约时间
9 月 12 日晚上，我省残疾人运动员
王金刚，在男子S7级 50米蝶泳比赛
中，以 30 秒 07 的成绩，荣获 1 枚铜
牌；同日举行的 SM6级 200 米混合
泳比赛中，在本届残奥会上已经获
得 3枚金牌的我省运动员许庆获得
第四名。

25 岁的王金刚是平顶山市人，
S7级游泳运动员。自2010年以来，
他先后获得国际、国内重大比赛 10
多枚奖牌，其中包括在第十四届伦敦
残奥会上获得的1枚铜牌。

据悉，我省共有 6 名残疾人运
动员和 1 名教练员前往里约，参加
残奥会的田径、游泳、乒乓球 3个大
项 15个小项的比赛。截至目前，中
国代表团以 50金 40银 28铜共 118
枚奖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我省参赛运动员已荣获 3 枚金牌
（打破两次世界纪录）、1枚铜牌、两
个第四名和两个第五名的优异成
绩。

省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9月
15日的乒乓球团体比赛和9月17日
男子100米自由泳比赛中，我省运动
员有望再创佳绩。③7

本报讯（记者 李悦）9 月 11 日
晚，第二届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在天津
落下帷幕，以塔沟武校学员为主体的
河南省武术队，参加了散打和武术套
路两个项目的较量，最终他们取得了
8金 6银 2铜的好成绩，再次捍卫了
河南在武术项目上的强省地位。

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
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武术运动大
会，历时3天，共有近1800名运动员
参赛。大会由竞赛项目、表演项目
和武术文化展示三大部分组成，设
置有44个分项、103个小项，其中竞
赛项目包括武术套路和散打；表演
项目包括武术段位制、武术健身操、

武术太极推手、武术短兵等；武术文
化展示则包括武术科学大会和武术
产品展示等。

根 据 大 会 参 赛 规 则 ，只 有 在
2016年全国武术锦标赛上获得散打
各级别前四名、武术套路（自选项
目）前八名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加
全国武术运动大会。以塔沟武校为
代表的河南省武术队凭借在今年全
国锦标赛中的优异战绩，共有 13名
学员获得代表河南参赛的资格。其
中 10名学员参加散打项目比赛，获
得3个冠军、5个亚军和2个第三名；
3名学员参加武术套路项目比赛，获
得5个冠军和1个亚军。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9月 13日，
2016年全国男排锦标赛在漯河结束
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河南男排
在决赛中以1∶3不敌江苏队，第六次
获得亚军，北京队、山东队分获第三、
第四名。

实力雄厚的江苏队是河南男排
的老对手了，近年来两队交手各有胜
负。本届全锦赛河南男排前两阶段
仅负一场，就是以 0∶3 输给了江苏
队。本场决赛，江苏队堪称“以逸待
劳”，因为在前一天的半决赛中，江苏
队由于对手山东队临时退赛轻松晋
级，而河南男排则鏖战5局才战胜北
京队艰难晋级。也许正因如此，河南男
排决赛开局有些慢热，一上来就大比分
落后，江苏男排趁势25∶16先下一城。
第二局河南男排状态回升，25∶19扳回
一局。第三局、第四局双方争夺激
烈，但技高一筹并更善于把握机会的
江苏队还是以 25∶19、25∶20连下两

城，3∶1笑到了最后。
本届全国男排锦标赛9月7日起

在漯河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开赛，参赛
的 14 支代表队分 4 个阶段进行比
赛。派出国手崔建军、焦帅等主力阵
容出战的河南男排一路高歌猛进，四
战三胜闯进半决赛。半决赛中，河南
男排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放手一搏，
以3∶2逆转战胜强大的北京队，令球
迷大呼过瘾。主教练梁杰也表示，本
届比赛队员们整体发挥不错，打出了
训练的东西，尤其是对阵北京队的比
赛，打出了高水平。

河南男排此前曾经五次夺得
全锦赛亚军，但却从 2011 年开始
连续 4 年无缘四强，直到去年才重
回四强之列。本届比赛，闯进决赛
的河南男排虽然最终未能实现突
破，但亚军的成绩也足以证明全队
将以上佳的状态迎接即将开始的
全国男排联赛。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2016 年全
国现代五项冠军赛总决赛10日在北
京落幕，河南队夺下含金量十足的混
合团体接力冠军。

本次总决赛为期4天，参赛选手
必须是本年度现代五项冠军赛武汉、
淄博、呼和浩特三站分站赛之后，积
分排名前36的男、女选手，共有来自
全国15支代表队的157名男、女运动
员、领队、教练员参赛，河南队派出
男、女各3名选手参赛。

6名河南选手在本次比赛中发挥
出色，张振武、吴博文、毋汉瑜获得男
子接力季军，邵晓煜、张婷、霍琪获得
女子接力亚军，河南队遂以排名第一

的综合成绩，夺得混合团体接力金
牌，再次展现出不俗的“团体战斗
力”。在今年3月于武汉进行的全国
现代五项冠军赛首站比赛中，这6名
队员就曾获得过混合团体接力亚军；
在7月进行的呼和浩特站的比赛中，
河南队还取得过男子团体冠军以及
女子团体第五名的好成绩。

省自行车及现代五项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马全钧对运动员们的表现
非常满意：“总决赛中选手们的表现
非常不错，大家充分发挥了各自优
势，最终夺得混合团体接力的金牌。
这是对大家认真、科学训练的最好褒
奖。”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在今年的
里约奥运会上，时隔8年重回奥运赛
场的中国女足表现不俗，闯入八强、
惜败于最终冠军德国队的战绩，也
圆满完成了赛前的预定目标。9月
13日，河南徽商女足俱乐部在开封
建业铂尔曼酒店召开庆典，以家宴
的形式欢迎为国征战奥运的河南姑
娘娄佳惠。

实际上，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在 8
月 16日就已经从巴西返回了中国，
但被租借到天津女足的娄佳惠征尘
未洗就赶往新东家报道。在随后进
行的 2016年全国女足锦标赛上，天
津女足获得了冠军，其中娄佳惠在
两场关键战役中均有进球。完成了

锦标赛的任务后，娄佳惠终于有了
休整的时间，并于 9月 12日晚赶回
了郑州。对于这位顽强的河南姑
娘，河南女足的赞助商徽商集团也
十分赞赏，借着这次中秋家宴的机
会，集团决定用10万元现金的重奖，
来表彰娄佳惠在奥运赛场上的拼搏
精神。

河南徽商女足俱乐部的总裁李
琳表示，作为队中唯一一名奥运国
脚，娄佳惠给后辈们树立了一个良好
的榜样。谈到河南女足的成绩时，李
琳说：“虽然球队今年联赛的战绩不
如去年，但队伍在整体上得到了更好
的锻炼，也为明年全运会和再次冲超
打下了不错的基础。”⑥11

我省王金刚里约残奥会获铜牌

全国武术运动大会

河南拳手摘得8金6银

河南男排六夺全锦赛亚军

全国现代五项冠军赛总决赛

河南队混合团体接力摘金

娄佳惠载誉归来获表彰

□本报记者 卢 松
本报通讯员 王丰林

正在里约进行的第十五届残奥会
上，我省残疾人游泳运动员许庆续写
了自己的残奥传奇。

里约时间 9月 10日下午，许庆在
第十五届里约残奥会男子S6级 50米
自由泳比赛中，以 28秒 81的成绩，为
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截至目
前，这位6岁时失去双臂的“飞鱼”，在
里约残奥会已摘得3枚金牌，两次打破
世界纪录。

4届残奥会成就“十金王”

24岁的许庆是平顶山市人，S6级
游泳运动员，于2004年入选国家残疾
人游泳队。目前，他已代表国家队参
加过4届残奥会。

里约时间9月9日下午，许庆在男
子S6级 50米蝶泳比赛中，以29秒 89
的成绩取得我省残奥运动员首金，并
将自己在 2012年创造的该项目世界
纪录提高了 0.01秒。随后，许庆又在
4×50米男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再获
一枚金牌，和队友一起再次打破世界
纪录。

里约时间 9月 10日的男子 S6级
50米自由泳比赛中，许庆再次夺冠，虽

然未能打破4年前自己在伦敦创造的
世界纪录，但这已经是他第四届残奥
会征程的第十枚金牌。赛后的许庆难
抑激动之情，他说：“第十枚残奥会金
牌对于我来说意义非凡，是生涯中的
里程碑。”许庆的妈妈观看了儿子所有
的比赛，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我觉
得他做到了，他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
也是河南的骄傲！”

征服泳池成为中国“飞鱼”

1998年，许庆6岁时，一场突如其
来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双臂。母亲为了
让宝贝儿子能像健全人一样，享受生

活的阳光，带着他到一个假肢厂购买
假肢。碰巧，这家工厂的负责人是一
位残疾人，获得过残疾人乒乓球世界冠
军，他建议许庆母亲带孩子学游泳，让
孩子残疾的肢体重新焕发生机。自此，
爱洗澡玩水的许庆就与游泳结了缘。

普通人游泳需要双臂划水换气，
但许庆双臂几乎没有，只能靠腰部的力
量，游起来比一般人慢，还经常呛水；他
也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能双手扶着打
水板下水，只能靠教练给他绑在腰上的
浮背，慢慢地适应泳池……呛了无数次
水，无数次在公众场合脱衣遭受异样目
光，种种一切，许庆都挺了过来，并且越
游越快，游到了残奥会。

2004年的雅典残奥会，是许庆的
第一次残奥会之旅，当时只有12岁的
他，也是中国残奥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
选手。2008年，许庆又参加了北京残
奥会，并在游泳项目中获得3块金牌和
1块铜牌。2012年的伦敦残奥会，许庆
获得4枚金牌，并打破4项世界纪录。

从不幸失去双臂，到十几年的游泳
运动生涯，许庆的最大收获就是：面对
困难，不再害怕。在泳池中搏击，让他
收获了自信，也收获了对人生的追求
和希冀。正如许庆第一次在全国游泳
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后安慰母亲说：“我
仍然可以非常棒，要让您为我感到骄
傲!”⑥9

河南无臂“飞鱼”
惊艳里约残奥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足球改革
发展总体方案》精神，广泛宣传推广“阳
光体育、快乐足球”理念，提高中小学体
育教育工作者对校园足球的理解和认
识，提升足球教学理论水平和教学技
能，依据《河南省校园足球行动计划》，9
月7日，焦作市校园足球专项培训班在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开班。本次培训是
焦作市教育局委托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举行的专项培训，来自焦作市各中小学
校、幼儿园的100名骨干体育教师参加
了此次培训。教师节期间，焦作的教师
们用参加培训，“助攻”校园足球。

校园足球活动具有独特的教育功
能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焦作市
教育系统不断完善校园足球课程，认
真组织相关校园足球赛事，在积极推
动校园足球工作的同时，广泛开展校
园足球文化活动，不断丰富校园足球
的开展形式。在开展校园足球的过程
中，为学生提供了更多学习足球的机
会，提高了学生参与足球活动的热情。

校园足球作为一项阳光、时尚、充
满团队精神、非常适合校园开展的体
育运动项目，深受大、中、小学生及幼
儿园孩子们的追捧与热爱。足球进校
园，不仅是校园足球展示的重要形式，
更是提高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有效
途径。校园足球对于提高学生体质健
康和运动技能都有很好的作用，特别
是它能够塑造青少年的精神面貌，给
学生形成一种阳刚之气，展示他们积
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为让足球运动走进更多的校园，
让更多的孩子享受足球的快乐。去
年，焦作市在全省率先启动了校园足
球培训工作，为校园足球的持续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校足办）

教师培训“过节”
“助攻”校园足球

校
园
足
球
之
窗

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本报讯（记者 李悦）9 月 24 日，
2016年中国郑港国际徒步大会就将拉
开帷幕，目前该项赛事的各项准备工作
已基本结束。在9月13日的新闻通气
会上，组委会副秘书长顾文学表示，徒
步大会各项装备大多已到位，大会将在
9月19日、20日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中心广场发放装备，并举行合作企业
宣传、产品展示和啦啦队选拔活动。

以“绿色徒步、全民健身”为主题
的郑港徒步大会，是由河南省体育
局、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以及郑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河南省外宣企业策划有
限公司承办。自7月底开启报名程序
后，大赛就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徒步爱
好者的热烈追捧，目前已经有来自包
括俄罗斯、巴基斯坦在内的近 2万余
名国内外徒步爱好者报名参加，来自

省内各高校的2000名大学生志愿者
也准备就绪。

在当天的新闻通气会上，郑港徒步
大会还与中建（郑州）城市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的滨河国际新城达成了战略合
作，而双方牵手的基础，就是绿色低碳、
环保的健康理念。郑港徒步大会与合
作方相信，双方的携手，能够达到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的双赢目的。⑥9

郑港徒步大会万事俱备只待开幕

9 月 7 日晚，体彩大乐透迎来第
16105期开奖，当期开出1注1000万元
基本投注头奖，落于河南。当期开奖过
后，体彩大乐透奖池纪录再被刷新，首次
突破35亿元大关，攀升到35.09亿元。

据悉，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
号码“08、11、31、34、35”，后区开出号
码“01、02”。目前前区最懒号码为

“24”，已经32期没有出现过了。后区
开出“01、02”一组小连号，这也是近3
期第二次开出连号组合(第 16104 开
出连号)，似有走热趋势。

据了解，当期唯一的一注头奖出
自河南新乡，中奖者用羡煞旁人的方
式夺得千万大奖。数据显示，中奖者
仅花费10元，用一张5注单式票就轻
松擒得千万头奖。但稍显遗憾的是，
中奖者没有采用追加投注，错失了多
得600万元追加奖金的机会。

当期体彩大乐透开奖过后，奖池
再度上涨，冲破35亿元，达到35.09亿
元，再创体彩大乐透奖池新纪录。新
高之下，惊喜是否随之而来，我们拭目
以待！ (陈星)

9月 11日，2016年“锦鲲文化杯”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郑州站）暨第十四
届河南省体育舞蹈公开赛在省体育馆落
幕，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两对选手分别获
得职业组拉丁舞和职业组标准舞冠军，
河南选手在青年组拉丁舞以及大学生组
拉丁舞、标准舞项目上收获冠军。河南
是体育舞蹈项目开展的大省，河南省社
会体育管理中心、河南省体育舞蹈运动
协会也一直坚持以赛事为着力点，推动
体育舞蹈项目的快速发展，本次引进中
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分站赛这样高水平的
全国赛事，目的也在于丰富体育舞蹈项
目的竞赛体系，推动和巩固河南省体育
舞蹈项目的发展成果，促进本省赛事标
准的提升。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我省彩民收获千万头奖 大乐透奖池首破3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