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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依靠巴索戈
的一粒单刀破门，换帅不久的建业终于
在5月5日的第9轮中超联赛中，客场
战胜了河北华夏幸福，取得了本赛季的
第二场胜利。而为了这场来之不易的

“幸福”，建业队也付出了巴索戈和卡拉
两名外援先后受伤的惨重代价。

就在本场比赛开始前，保级的竞
争对手大连一方出人意料地主场3:0
大胜广州恒大，这让紧接着出战的河
南建业一下子压力倍增。好在关键时
刻，最近状态回勇的巴索戈再次立功，
第 9分钟，他接马兴煜的传球单刀破
门，为建业队先拔头筹。从后场拦截
到巴索戈最后破门，建业仅仅通过四
脚传球，就完成了反击进球，这一过程

也很好地诠释了新帅张外龙的“7秒理
论”。接下来的比赛，由于主队后卫赵
明剑故意踩踏柯钊被罚出场，多一人
的建业一度占据了比赛的主动，但就
在上半场即将结束时，巴索戈却拉伤
了大腿根部，不得不被替换下场。

缺少了巴索戈这把反击的尖刀，
在整个下半场，建业只能无奈地陷入
了被围攻的状态，激烈的拼抢下，后防
中坚卡拉也受伤下场。危机之下，多
亏门将吴龑本场比赛发挥出色，他高
接低挡至少防住了主队的三个必进之
球。面对建业的严防死守，直到比赛
结束的那一刻，河北华夏幸福依然没
能扳平比分。最终，建业在客场艰难
地拿下了这个3分。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赵云）为了
备战2018年世界U17青年男篮锦标赛，中国
篮协日前组织U17国青男篮进行集训选拔，
并公布了集训名单，河南三门峡籍运动员郭
彬峰入选。

郭彬峰 2003年出生，2009年 9月进入
有着良好篮球传统的三门峡市实验小学。
在这里，篮球天赋过人的郭彬峰得到董光珂
老师的亲自训练，在短短五年间迅速成长，
屡次率领学校篮球队在各级各类篮球比赛
中获奖。2015年 7月，三门峡市实验小学男
子篮球队第一次走出河南省，参加在武汉举
行的 CPBA 全国（U13）“苗苗杯”小篮球比
赛，郭彬峰作为队长为学校第一次获得国家
级奖项立下汗马功劳。

小学毕业后，郭彬峰因篮球特长被郑州
八中特招，第二年正式加入青岛双星篮球俱
乐部，成为一名专业篮球运动员。此次，他从
青岛双星队脱颖而出，入选中国篮协U17男
篮集训，篮球运动生涯站上了全新起点。期
待他早日披上国家队战袍，为国争光。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5 日，
2018全国女足超级联赛结束了第二
轮的较量。坐镇主场的河南徽商女
足，面对实力强大的上届冠军大连权
健队，坚守了 85分钟，才因为一次防
守失误被对方打进制胜一球，最终以
0:1惜败对手。

作为联赛升班马，河南女足与拥
有王珊珊、宋端、李丹阳、薛娇等诸多
国脚的大连权健相比，实力上确实有
着很大差距。因此，即便是主场作战，
但她们的战术思路也非常明确：依靠
541阵型，坚决打防守反击，只留主教
练兼队员娄佳惠在前场担任箭头。

虽然河南女足在一开场打得很有

气势，但随着比赛进程的推进，实力上
的差距让她们很快失去了对局面的掌
控。好在拥有诸多国脚的大连队，面
对河南女足的“铁桶阵”，也缺少有效
的得分手段，双方一直缠斗到第85分
钟，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眼看着一
分就将到手之际，河南女足在防守时
的一次失误，给了对方27号宋端得分
的机会，后者从中场附近带球一路长
驱直入，最后门前捅射锁定胜局。

虽然主场首秀最终落败，但河南女
足在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联
赛前两轮，和去年的冠亚军交手一平一
负，这一成绩也让广大球迷对河南女足
接下来的表现充满着期待。⑥9

建业客场搏得“幸福”

河南郭彬峰入选
U17国青男篮集训

女超联赛河南女足惜败上届冠军

在广西桂平市的体彩圈子里提起
林章宁，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大家都亲
切地把这位帅气的小伙叫“小林”。
2010年，大学毕业后，小林选择回到自
己的家乡桂平，成为一名体彩专管员，一
干就是8年。小林开朗乐观，一副热心
肠，待人真诚，做事勤快，遇事从不急躁，
总是笑容满面，因此在当地的体彩圈里，
这个晒得黝黑的小伙子相当受欢迎。

入职之初，桂平市的体育彩票年
销量仅 300多万元，偌大的空白区域
等待开发，新上岗的小林一头扎进体
彩销售第一线，整日奔波于大街小巷，
摩托车上永远堆满体彩物料，送报纸、
修机器、搞促销、做宣传……从一开始
对彩票行业一窍不通，到现在能够如
数家珍与彩民交流，游刃有余地管理
网点，林章宁靠自己的辛勤努力，把一
个县级市场的体彩年销量从几百万元
提升到3000万元，成为广西体彩县域
市场销售的排头兵。

伴随着桂平体彩市场近年来的快
速发展，小林认识到专管员的角色重要
性愈发凸显。除了固定为网点配送物

料宣传品外，小林关于改善辖区的网点
经营建设，规范片区的网点布局和发
展，处理好与业主、与彩民的关系，有效
传达和执行体彩中心的各项指示以及
反馈一线业主的建议等的业务能力，都
在扎实工作中得到了不断提升。

4月 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广西五一劳动奖表彰大会上，
林章宁荣获广西自治区总工会颁发的
广西五一劳动奖章。林章宁是万千辛
勤工作的体彩人的缩影，他们扎根基
层，默默无闻，发光发热，用最美好的
青春年华坚守国家公益彩票的初衷，
谱写了中国体育彩票奋进中的最美华
章。 （劳大明）

广西体彩人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西华县2018年城区学校建设招商信息
为落实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精

神，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彻
底解决西华县城区学校“大班额”问
题，经西华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于
2018 年度新建、改扩建一批城区学
校。现将各学校建设谋划情况介绍如
下，诚邀有识之士参与、合作。

一、项目概况

本次谋划建设共七所学校，具体
情况如下：

（一）红花路学校（校名暂定，以下
同）。计划选址在红花路与教育大道
交叉口东侧，占地约 110亩。四面环
路，交通方便，服务范围涵盖青华路以
西、红花路南北两侧传统人口稠密区，

生源充足。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和一所幼

儿园。其中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
个班，学位 2820 个，建筑面积 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幼
儿园占地12亩，规模12个班，建筑面
积 4906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 965
万元。该项目总投资约6167万元。

（二）建设路初中。计划选址在建
设路西段路北，三星驾校西区东侧，占
地约46亩。

规划建设初中（寄宿制），规模24
个班，教职工人数57人，学位1200个，
建筑面积 18372平方米，预计建设费
用3564万元。

（三）南华路学校。计划选址利用

一职专校园改建，占地 70亩，西邻理
想城、盛宏朗庭小区，北邻西华建业城
小区，东邻周西快速通道，南邻南华
路。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规模48
个班，学位 2280 个，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4127万元。

（四）女娲路学校。项目选址在贾
鲁 河 由 南 向 东 转 弯 处 内 侧 ，占 地
111.17亩。西邻贾鲁河沿河风景带，
北邻教育大道、山水家园小区，该地区
人口稠密，教育资源稀缺。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个班，学位2820个，建筑面积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

（五）长平路学校。计划选址在长

平路东段路南，胡辣汤产业园西侧，占
地 90亩。是西华县最具发展活力区
域之一。

学校规划建设九年制学校，规模
48 个 班 ，学 位 2280 个 ，建 筑 面 积
21000平方米，预计投资4386万元。

（六）迎宾路小学。计划选址在原
周庄小学，拥军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
占地约28亩。

学校占地 28亩，规模 24个班，教
职工人数80人，学位1080个，建筑面
积9056平方米，预计投资1778万元。

（七）职教中心迁建。
计划选址东邻吴黄路、南邻华兴

大道，西邻富士康实训基地、淘宝产业
园，占地约200亩。

学校建设规模120个班，教职工人
数200人，容纳学生6000人，建筑面积
99900平方米，预计投资1.5亿元。

二、合作伙伴条件

1.合作伙伴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投资的相
应资质；2.具有项目相应的投融资能
力，能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信誉良
好，无不良行为记录。

三、合作模式

意向合作伙伴可选择以下方式进
行投资：（1）独资办学、独立经营。西
华县政府承诺在国家、省民办学校相
关政策基础上，在土地供给、教师配备

等方面加大支持办学力度；开辟“绿色
通道”办理各项手续。（2）对部分已纳
入国家“PPP”项目库的学校，双方按

“PPP”模式合作建设。（3）垫资建设，政
府回购。学校建成后，周边地块商业
价值会有大幅度提升，县政府从此收
益中优先用于建成学校的回购。

其他问题，双方可详细面谈。

四、联系方式和报名时间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史艺高 18903871056
李中文 15290048179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5月31日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2018年4月26日

初赛是球感、身体素质测试；复赛是地滚球、供球、面试（上图）……这是在考
啥？考球童！5月6日，2018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球童选拔训练营郑州站启动，再
次为热爱网球的河南孩子打开了一个“梦想的入口”。历经十多年发展的中网，早
已成为职业网坛的高级别赛事，明星云集，纳达尔、小德、小威、莎娃均曾在此夺冠。
而成为中网球童，不但是零距离接触网球明星的机会，顶级赛场上的诸多历练，更是
个人的宝贵经历。据活动组织方介绍，中网以往都会选出4名球童服务下一年的法
网。2017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服务下一年澳网的机会，来自河南许昌的16岁
少年王家赓被澳网评估师选中，走上了澳网赛场。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马恒彬）2018 年国际田联世界竞
走团体锦标赛5月 6日在江苏太仓
结束，中国队以 6金 4银 2铜的成
绩排在金牌榜榜首，其中，代表中
国队出战的河南竞走女将梁瑞，不
仅与队友合作夺得女子 50公里团
体冠军，还以 4小时 04分 36秒的
成绩，打破了葡萄牙选手保持的 4
小时 05 分 56 秒的该项目世界纪
录，勇夺女子 50 公里个人项目的
金牌，成为河南省田径队第一个打
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实现了河南
田径在世锦赛上金牌零的突破。

国际田联世界竞走团体锦标
赛前身为国际田联竞走世界杯，创
立于 1961 年，是世界最高水平的
竞 走 单 项 赛 事 ，每 两 年 举 办 一
次。2018年国际田联世界竞走团
体锦标赛为期 2 天，共有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79 名运动员参
赛，设有团体和个人两大项，分为
男、女成年组和男、女青年组 4 个
组别。其中男、女成年组设有 20

公里、50 公里团体和个人赛；男、
女青年组设有 10公里团体和个人
赛。中国竞走队共派出了男、女
26名队员参加本次比赛全部组别
和项目的争夺。

1994 年 出 生 的 运 动 员 梁 瑞
2014 年进入河南省田径队训练，
颇具天赋并且意志品质顽强，被选
入国家竞走队集训。2016年她以
1小时 28分 42秒获得亚洲竞走锦
标赛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2017
年第十三届全运会上，梁瑞和队友
获得女子 20 公里竞走团体冠军。
今年冬训开始前，国家竞走队主教
练张阜新决定让梁瑞主攻 50公里
竞走。在今年 3月初举行的 2018
年全国竞走大奖赛暨国际田联世
界竞走团体锦标赛选拔赛中，刚刚
改项不久的梁瑞获得女子 35公里
竞走冠军，顺利取得了本次比赛女
子50公里竞走的参赛资格。

河南省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姚海涛介绍，河南田径曾培养出
多位全运会冠军，但女子竞走却是

地道的“新增长点”，是在 2013 年
沈阳全运会之后才确定着力发展
的项目，四五年间，选材、建队、训
练，历尽甘苦，今天的成绩得来殊
为不易。⑥11

打破世界纪录

竞走世锦赛河南女将飞步夺两金

▶梁瑞身披国旗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徐建勋 李悦）5月7日晚，在少林寺
方丈释永信以及当今武林诸多真正的绝顶高手和隐形
掌门的见证下，一场由OWE东方职业摔角联盟主办，
以“谢恩与誓师”为主题的功夫格斗表演秀在少室山下
隆重上演。通过本次表演，OWE向武林前辈们展示了
他们将中国功夫融合西方职业摔角技术创新而成的

“东方职业摔角”的真正实力。随后，OWE东方职业
摔角联盟将以“为中华武术尊严而战”的名义，代表中
华武术出征美国拉斯维加斯和澳大利亚。

一直以来，武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张亮丽名
片，为全世界功夫迷们所推崇，而少林寺，更是被外界
视为中华传统武术的第一圣地。在2017年，前少林
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及中国著名品牌管理机
构神兵天将董事长傅华阳，携手世界顶级自由搏击品
牌K-1创始人石井和义先生以及日本顶级职业摔角
联盟Dragon Gate等诸多顶尖团队，共同缔造中国
顶级动作偶像天团——OWE东方职业摔角格斗联
盟。该联盟从中国的功夫圣地少林寺周边经过严格

的选拔，挑选出35个平均年龄十八九岁的功夫小子，
与来自日本、美国的摔角明星一起组成一个功夫团
体，并进行了一年的“魔鬼式训练”。

OWE东方职业摔角联盟，通过借鉴中华传统武
术精华以及国际职业摔角的技术精粹，融合出了一种
新的武术运动形式，联盟创始人傅华阳也希望能将这
一中西合璧的新武术形式发扬光大。

对于这次出征的缘由，傅华阳表示，大半个世纪
以来，因为少林寺和李小龙，中国功夫赢得了全世界
的尊重，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功夫爱好者满
怀膜拜和敬仰来到中国朝圣。但近两年来，由于某
些特殊事件，中华传统武术几乎成了花拳绣腿和不
堪一击的代名词，传统武术信仰也被无端质疑。傅
华阳希望，能以OWE的努力，通过这次出征来重塑
中国人的武术信仰和武术价值观，用西方人熟悉的
语汇和方式，去塑造中华武术的新形象，成为中华文
化走出去的新典范，并赢得国人和世界对中国功夫
的尊重。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高尔夫球运动在里
约奥运的回归以及中国女将冯珊珊的摘银，
在国内引发了持续的高尔夫热潮，最为引人
瞩目的，恐怕要数娃娃球手的持续增加了。5
月 6日，“叁爱体育杯”第六届河南省青少年
高尔夫球巡回赛首站比赛，在圣安德鲁斯高
尔夫球俱乐部收杆，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
省各地的89位小选手参赛，创下省内开办青
少年高尔夫球赛事以来的单场参赛人数之
最。挥杆上场的小球手，最小的只有4岁。

河南省青少年高尔夫球巡回赛是由河南
省高尔夫球运动协会创办的一项河南省内针
对青少年爱好者的专业赛事。据主办方介
绍，河南的高尔夫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不过已
经出现了冀怡帆、张婧文等在全国崭露头角
的小选手。青少年巡回赛，正是为河南省的
青少年高尔夫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
技艺的平台。而一系列规格较高的比赛，不
仅为下一步的运动员评级、提供排名积分等上
升通道打下了基础，也为河南培养并且留住自
己的高尔夫苗子创造了良好条件。⑥11

高尔夫入奥运
娃娃球手多起来

为中华武术尊严而战

OWE从功夫故乡开启征战之旅

OWE东方职业摔角联盟，通过借鉴中华传统武术精华以及国际职业摔角的技术精粹，融合出了一种新的
武术运动形式。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记者 何可 李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