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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风云

本报讯（记者 黄晖）8月23日
晚，全国男篮联赛（NBL）常规赛最
后一轮结束之前，可能没有球迷会
想到，前四名的格局会发生如此大
的变化——因为安徽队的一场胜
利，河南的两支球队，分别从榜首
和第三位被挤到了第二和第四。

本轮开打之前，河南赊店老酒
男篮 21胜 4负排在积分榜首位，
陕西队20胜5负位列第二。河南
男篮本轮只需在客场击败卫冕冠
军安徽队，就能登顶常规赛。这并
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赛季首
回合河南男篮就坐镇主场拿下了
安徽队。可惜，河南男篮本场竟送
出高达22次的失误，帮助对手赢
得了这场胶着的比赛，101∶108败
走合肥，常规赛战绩 21 胜 5 负。

而原本排名第二的陕西队本轮轻
取北京队，战绩也是21胜5负，由
于河南男篮常规赛两次输给陕西
队，因此陕西队凭借胜负关系优势
荣膺常规赛冠军。

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原本排
名第三的洛阳金星男篮。洛阳男
篮本轮击败南京队，战绩 18胜 8
负。而安徽队凭借本轮这场胜
利，战绩也达到18胜8负，两队本
赛季对垒虽是各胜一场，但安徽
队凭借3分的“净胜分”优势成功
逆袭，将洛阳队挤出前三。

本轮赛后，本赛季NBL季后
赛对阵出炉。5战3胜制的1/4决
赛将于27日晚开打，河南男篮对
阵排名第七的广西队，洛阳男篮
对阵排名第五的湖南队。⑥9

8 月 21 日，体彩大乐透第
17097期全国开出1注头奖，奖金
为1000万元，出自福建。开奖结
束后 ，奖池再上新高 ，滚存至
41.26亿元。

当期体彩大乐透前区开出号
码07、14、19、22、34，后区开出号
码 07、12。前区奖号分布较为均
匀，各号段均有涉猎。最小号码为

“07”，最大号码为“34”。前区奖号
分布较为均匀，各号段均有涉猎。
最小号码为“07”，最大号码为

“34”。其中，“07”复制上期号码(第
17096期开出)，“34”为间隔一期再
度开出的号码，且最近6期开出了
三次，较热。而“07”和“34”在最近
6期中，两度携手同期现身，颇有缘
分。后区开出“07、12”一组冷热
配。“07”为此前后区最冷号码，连
续“藏匿”了20期才在当期露脸；

“12”则是最近三期三连开，大热。
数据显示，当期中出的唯一

一注头奖出自福建南平，中奖彩
票为一张 5 注 10 元投入的单式
票，其中1注号码击中头奖，单票
中奖金额为 1000万元。可惜的
是，由于未采用追加投注，该幸运
儿错失了 600万元追加奖金，从
而无缘单个1600万元大奖。

最近5期，体彩大乐透已经开
出了21注头奖。尽管如此，当期开
奖过后，体彩大乐透奖池仍未受影
响，首破41亿元大关，升至41.26
亿元。想挑战体彩大乐透的朋友，
千万别忘了追加。 （陈星）

本报讯（记者 李悦）8月24日，第十
三届全运会空手道项目的决赛在洛阳结
束了第一天的较量，当天进行了男子型、
女子个人组手-55公斤级、女子个人组
手-61公斤级三个项目的金牌争夺。最
终，实力强劲的河南空手道队在女子个
人组手-61 公斤级别上显示了绝对实
力，尹笑言、朱云阁以及崔禾伟三人分获
该项目的金银铜牌。除了这三人在一天
内为河南队集齐了三色奖牌外，任怡霖、

丁佳美和王莎莎也为河南代表团贡献了
三个第五名。

女子个人组手-61 公斤级是河南
空手道队的绝对优势项目，当天的八强
选手中，有五人都身披着河南队的战
袍，其中 24 岁的尹笑言也被视作夺金
的最大热门。作为该级别目前世界排
名第一的选手，尹笑言的实力在国内无
人可及，再加上一帮子小师妹的鼎力相
助，尹笑言她们很快就将决赛变成了队

内的友谊赛。金牌争夺战中，面对小自
己 7岁的朱云阁，尹笑言虽然打得有些
拘谨，但最终还是依靠经验以 1∶0成功
登顶。

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的金牌最
终花落河南，剩余两枚金牌也各有其主，
北京队的魏宇纯获得了女子个人组
手-55公斤级的冠军，男子型的金牌则
被山西队的母世科夺得。8月 25日，全
运会空手道决赛将进入第二天的争夺，

河南军团在男子个人组手-75公斤级上
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全国锦标赛冠军孙
绍杰将与队友李法立、石润来一起，组成
河南队的三保险。⑥9

全运会空手道决赛首日

河南队一天集齐金银铜

河南三队员站上领奖台。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记者 李悦

十年前，当14岁的尹笑言第一次
走进空手道场时，她压根就没想过，有
一天她会成为世锦赛冠军和全运会冠
军，对于“道”的追求和热爱，才是这位
郑州姑娘十年坚守的最大动力。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空手道运动
员，尹笑言见证了这项运动在国内艰
难的发展历程，从无人问津的业余训
练队，到终于有了省队、国家队，再到
空手道最终成为奥运会和全运会的正
式比赛项目，尹笑言的坚持终于等来
了希望的曙光。对此，尹笑言自然是
心存感激，全运会夺冠后她就表示：

“比起红姐她们，我们现役的这批选手
无疑是幸运的，在红姐竞技水平处于

巅峰时，这个项目别说奥运会了，连全
运会都进不去。而现在空手道项目全
运会、奥运会都进入了，我还成功夺取
了全运会的冠军。”

尹笑言口中的红姐，是中国空手
道界的第一位大满贯选手河南人李
红，辈分上她是尹笑言的队友，年龄上
李红却是实实在在的大师姐。8月24
日这天，作为昔日队友和大姐的李红，
就在现场见证了尹笑言全运夺冠的过
程。在为小师妹高兴的同时，李红也
对尹笑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认为
尹笑言作为一名世界级的名将，在比
赛中要更“霸气”一点。

对于师姐李红的指正，尹笑言也承
认自己在本次比赛里有些过于拘谨。

“可能是性格上的原因吧，我身上确实

缺少一些积极进攻的因子。”排球运动
员起家的尹笑言戏称，由于自己没有功
夫底子，这么多年来她都是靠着“挨打”
一步步的成长，从“被打成”了世锦赛冠
军，到收获全运会金牌，算是有苦有甜。

比起自己的师姐兼偶像李红，如今
的尹笑言多一个全运会冠军，少一个亚
运会的金牌，在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
上，她收获的只是一枚铜牌，而这一遗
憾，在明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就有机会
去弥补。当然作为一名运动员，最大的

“诱惑”还是三年后的东京奥运会金牌，
去冲击空手道的“金满贯”，也就成了尹
笑言未来三年的最大目标。目前世界
排名第一的尹笑言坦言，为了这一最高
目标，她会一直坚持走下去，不管路途
是平坦还是坎坷！⑥9

8月 18日，来自郑州市高新区15所学
校的 34名体育教师齐聚郑州市高新区莲
花街小学，参加高新区教体局举办的暑期
足球教练员培训班。此次培训专门聘请了
英国足球教练、河南校园足球管理平台特
约讲师凯文担任主讲。

凯文教练来自英国伦敦，是前英国足
球超级联赛曼彻斯特联队足球俱乐部教练
员、斯托克城足球俱乐部教练员。拥有20
多年的青少年足球教学经验。凯文在课堂
上向大家介绍足球的历史、足球的规则、如
何进行团队建设等，不时地提出一些针对
性问题。此外，凯文还和体育老师们一同
来到足球场，针对运球、传带、控球、组合技
术、集体战术等项目进行训练。每一个动
作教练都亲自示范。

凯文的培训活动，对高新区的足球教
练来说，是让足球训练技能同国际接轨的
好机会。 （校足办）

跟曼联教练
学校园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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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L常规赛结束

安徽队逆袭
河南双雄“受伤”

大乐透奖池首破41亿

万人品酒 席卷全省

宋河酒业以民间品酒大赛吹响豫酒振兴的“集结号”

“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
赛的各地区复赛得到了省酒业协会、媒
体的持续关注，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
秘书长蒋辉、总工赵书民及河南日报社
多位领导多次出席各地复赛，为各地区
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和豫酒振兴的最
强音。

8月23日，在民间品酒大赛郑州市
紫荆山宾馆赛区，熊玉亮会长在讲话中
提出，豫酒振兴是当下河南的主旋律，
更是大势所趋。宋河酒业作为豫酒龙
头企业，也是豫酒集群中最棒的企业，
无论是历史文化、品牌魅力、酿酒能力、
基础实力、技术实力还是市场覆盖力、
整体销售额，多年来都稳居豫酒第一。
他本人更是用“17个豫酒第一，1个全

国第一”对宋河各方面表现做过总结。
本次宋河酒业对“宋河杯”河南省首届
民间品酒大赛的独家承办，就是要借助
宋河品牌这一优秀载体，凭借宋河产品
的品质魅力和企业的综合实力，实现与
消费者的多元互动，强化豫酒与消费者
的沟通。本次民间品酒大赛，可以说是
河南省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参与最广、奖金最丰厚的一场盛会，通
过所有消费者对品质豫酒的品鉴，为豫
酒振兴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希望所有
参赛选手通过本次活动，感受宋河美
酒，分享宋河美酒，共享宋河酒文化，用
优异的成绩代言宋河，代言豫酒品质。

作为“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
酒大赛的主办方，河南日报社专刊处副

处长李杰说，品酒大赛进行到今天，从
消费者对大赛的积极参与度来看，活动
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在省委省政府积
极创造的豫酒振兴发展的机遇下，通过
媒体传播，更好地加强了河南消费者对
地产酒的了解和热爱，对传承豫酒文
化，感受豫酒魅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同
时，通过现场复赛，让大家见识到了传
说中的国家级白酒评委，并由国评们亲
自传授品酒知识，这对豫酒的口碑传播
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宋河酒业总经理朱国恩在感谢各地
消费者对宋河酒业的支持之余，更是表
示会把这份促进豫酒振兴的责任付诸实
际，同时借此机会，敞开所有的产品、包
括原酒，供消费者去品鉴、去批评。

□本报记者 申明贵

2017年8月23日-25日，万人关

注的“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

赛郑州赛区的复赛在紫荆山宾馆盛大

开幕，来自郑州市区的上千名白酒爱好

者共同角逐 10万元大奖，由于人数众

多，郑州赛区的复赛分三天进行。与此

同时，河南省内各地市的复赛也进行得

如火如荼，在豫酒振兴的浪潮下，通过

这场席卷全省的民间品酒大赛，豫酒的

品质也被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郑州赛区开赛之前，鹿邑、商丘、濮阳、
安阳、洛阳、焦作等县（市）已连续进行复赛20
多场，一天的时间同时进行3-4场都是常态。

“虽然赛事非常密集，宋河工作人员的工作强
度非常大，但是能让更多的消费者品尝到品质
豫酒，再辛苦都是值得的。在比赛中，国评们
一方面向消费者传授了品酒知识，另一方面可
以调研消费者对白酒口感、风味的喜好，反过
来指导我们对新品的研发，调整产品结构，让
酒业更加市场化。”宋河总工程师李绍亮说。

据了解，“宋河杯”河南省首届民间品酒大
赛全省范围内的复赛将在 9月 10 日全部结
束，统计下来将近百场，接下来宋河的国评裁
判们会在裁判长赵书民和“宋河杯”河南省首
届民间品酒大赛组委会的监督下，对各地所有
参赛选手的成绩进行打分，成绩达标者即可代
表当地参加10月中旬在宋河酒业生产基地举
行的总决赛。

届时，宋河的 10大国评将带领参赛选手
深入车间，为大家讲解品酒、摘酒、调酒等基础
知识，“只有消费者真正把酒搞明白了，能够分
辨白酒的优劣了，在选择酒类产品时就会更加
关注白酒本身的质量和口感。而这些参加总
决赛的选手们，将成为豫酒的品质代言人和口
碑传播者，用丰富的知识去影响更多的人。”总
裁判长赵书民说。

为保证大赛的公平性，在考核开始前，宋河
酒业的国评裁判都会对参赛选手进行简单的品
酒知识培训，“考试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让消
费者通过笔试这样的手段加深对豫酒、对宋河的
了解和认识。”宋河酒业总工程师李绍亮说。

正式考核主要分为文化测试（笔试）和感官
测试（品酒），在每场比赛的现场，每位选手桌上
都放着4个不同编号的透明品酒杯，杯中酒的香
型、度数、档次，选手只能通过观其色、闻其香、品
其味来判断。在对所提供酒水逐一品鉴后，有不
少参赛选手直接竖起了大拇指，“这酒的品质绝
对不输于市面上卖1000多块的名酒。”郑州的一
位老先生说。“感谢宋河酒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
一场酒文化的盛宴，让我们这些酒民更加直观地
感受到了宋河的品质，豫酒的品质。身为河南
人，我感到很骄傲。”郑州的徐先生说。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复赛的白热化，赛场上
的女性朋友也逐渐增多，“平常繁忙的工作之余，
我还是挺喜欢和朋友们喝一杯的。我认为喜欢
酒的女性朋友更应该来参加这个比赛，学到一些
品酒的基础知识，有助于以后生活中健康饮酒，
饮健康酒。”来自郑州的刘女士说。

年轻的小孙同学是河南省轻工业学院一名
大三在读生，“宋河的民间品酒大赛给了我很好
的实践机会，国评导师的讲解很生动，我也学到
了很多学校学不到的知识。宋河的品质这么好，
我们有义务把它宣传出去，唯一的遗憾是这次比
赛没见到我的偶像吴涛老师。”据悉，吴涛为宋河
国评团队里唯一的女性。

在每场比赛中，宋河的工作人员都会牵头为
参赛选手建立一个本地酒文化交流群，交流白酒
知识、品酒心得，“河南人本就应该喝豫酒，况且我
们豫酒的品质这么好。我们参赛的每个人，都是
豫酒的口碑宣传者！”商丘的一位网友在群里说。

消费者的推介和肯定，最激动的当属宋河的
国评们了，“大赛考核不只是对参赛选手的考评，
更是消费者给我们宋河技术团队的综合打分，赛
后我们会对大家的反馈做认真分析，根据不同的
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宋河产品的品质，为更多的消
费者提供更满意的优质产品。”宋河国评吴涛说。

振兴豫酒，任重道远，需要所有豫酒企业和
河南人的共同努力，正如宋河总裁朱景升所说，

“在振兴豫酒的大道上，宋河酒业愿为先锋官，努
力拼搏，务实精进，以基础实力、技术实力促进消
费者对豫酒的品质自信、品牌自信、文化自信。”

全省总动员
以百场大赛回馈消费者

万人品宋河 为豫酒振兴营造好氛围

好评涌如潮
参赛选手成豫酒口碑宣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