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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 通讯员 王金榜）10月 21日，2018
年河南省第五届“公仆杯”乒乓球总决赛在焦作市太极体育
中心太极馆落下帷幕。经过两天的激烈较量，洛阳、南阳等
15支决赛组代表队与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北京将军乒乓
球队等5支邀请组代表队一起获得了优胜奖，省人大机关、
省司法厅等 8支代表队和省委政法委、鹤壁等 2支邀请组
代表队共同收获了优秀奖。

省“公仆杯”乒乓球比赛，是我省推进全民健身国家战
略的一项重要举措，让广大领导干部在工作之余通过打乒
乓球的形式带头参加全民健身运动。本届赛事由省体育
局、省直机关工委、省老年人体育协会和焦作市政府共同主
办，经过省直机关赛区、省辖市及省直管县市赛区的两场初
赛，共有23支代表队进入了最后的决赛。随着该项赛事影
响力的不断提升，今年还有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北京将军
乒乓球队、山西省长治市等多支外地代表队主动报名参与
交流。⑥9

10月份，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在河南又刮起中
奖的高潮：在继10月 3日全国开出6注头奖，河南购彩者擒
获 2注后，10月 10日 18119期全国开出头奖 5注，河南购
彩者又中出 1注头奖 848万元。与此同时，开封购彩者在
这轮中奖高潮中也是不甘示弱，在 18121期斩获二等奖 1
注（含追加），给火热的体彩大乐透彩市又添了一把火。

10月 15日，体彩大乐透进行了第 18121期开奖，全国
爆出 2注千万头奖，其中 1注追加单注奖金更达足额 1600
万元。当期开奖后，奖池上升至65.2亿元。购彩者都知道
古城开封有个惯例：就是一旦有大奖“破茧而出”，近期多会
出现“连珠炮”，也就是大奖接二连三的不断涌现，开封的购
彩者期待这样的惯例再次应验。

牛先生是一位追加投注的喜爱者，每次买体彩大乐透
都会多投注1元进行追加，牛先生给我们做出的解释是：比
如说我买这期18121期吧，全国一等奖中出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如果进行追加投注，可多拿600万元奖金，追加
后一等奖单注总奖金达到足金1600万元，两位中奖者同样
买了 5注彩票买彩票时差 5元，最后中得的奖金相差 600
万元，所以买体彩大乐透时还是要进行追加投注。

牛先生 9元钱买了三注体彩大乐透，第一注前区 06+
07+21+29+30均选中，后区号码01没有选中，与头奖失之
交臂，但是牛先生依旧
中 取 168600 元 的 奖
金 ，其 中 追 加 奖 金
63233 元，超过总奖金
的三分之一！因此，购
彩者在投注过程中如资
金宽裕的情况下，要考
虑采用复式+追加投注
效果更佳。 （敬建敏）

“公仆杯”乒乓球总决赛焦作落幕

开封购彩者9元中16万元
追加投注成了“神助攻”

本报讯（记者 黄晖 通讯员 孙恒超）2018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CTA-OPEN）郑州白金
赛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21日在中原网球训练
基地管理中心收拍。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郑州白金赛，由中国
网球协会主办、中原网球中心承办。比赛设有
男、女单打；青年男、女双打，混合双打；常青男、
女双打，混合双打8个项目，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14 个省、市的 104 名业余网球高手参赛。最
终，中国业余网球名将叶子豪、张小甜展现出超
强实力，分获本次比赛男、女单打的冠军，俩人
还搭档夺得本次比赛青年混合双打的桂冠。

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是中国网球协会鼎力
打造的全国性业余网球赛事。经过 14年的发
展，中国业余网球公开赛凭借经典的赛制、严密
的组织、文明健康的形象、丰富多彩的活动，为
全国各地的业余网球高手搭起了切磋球技的平
台，成为中国业余网球界的品牌赛事。今年是
该赛事连续第四年落户中原网球中心，有力地
推动了河南业余网球水平的发展。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历时近 7 个月的体
彩·环中原2018自行车公开赛10月 21日在郑
州郑东新区结束收官之战。当天，第三届环龙
湖自行车公开赛在郑东新区龙湖圆满落幕。

本次赛事由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体育总
会、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河南省自行车现代五
项运动管理中心、郑东新区管委会等承办。比
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美国、俄罗斯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名选手报名参赛。今年
的环龙湖自行车公开赛完整地设计了公路组、
山地组和大众组，云集了国内外多支知名的精
英车队。

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周边地带有“中原之
心”美誉，组委会也对比赛线路进行了精心设
计，全民健身组的六公里串联起了龙湖金融岛
的四大经典景观。

最终，来自河北捷安特恒德贸华车队的李昕
以2 小时 3分51秒在公路精英赛男子组中拔得
头筹。山地车赛男子甲组、乙组和女子甲组、乙
组的冠军，则分别被阳光自行车队的何建添、河
南启明星-TREK车队的余家宝、长沙顺时针车
队的袁薇、黑龙江瑞豹车队的于广冬获得。⑥11

全国业余网球高手
鏖战郑州白金赛

环龙湖自行车赛
展现“最美金融岛”

本报讯（记者 李悦）随着中超联赛
渐进尾声，无论是争冠还是保级如今都
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保级对手非赢
即平的情况下，坐镇主场的河南建业最
终顶住了压力，以2∶0战胜了广州富力，
虽然目前依然处在联赛倒数第二的位
置，但好歹在积分榜上已经追平了重庆
斯威。

本场比赛之前，建业的两个保级
主要对手都有积分进账，重庆斯威主
场 4∶4战平了河北华夏幸福，贵州恒丰
更是主场 3∶0大胜大连一方，这也把建
业逼到了非赢不可的地步。毕竟，一旦
他们再次输球，不仅失去了追赶重庆的
希望，甚至还有被贵州超过的危险。

虽然箭头人物巴索戈本轮因伤未能
出场，但背水一战的建业在一开场就全
力发动猛攻，仅仅 1 分钟，卡兰加和陈
灏的连续头球攻门都差点打破场上的
僵局，只可惜最终都被横梁拒之门外。
在核心伊沃的调度下，由卡兰加和里卡
多组成的锋线“双塔”，给富力的后防搅
得天翻地覆。第 15 分钟，冯卓毅外围
远射，禁区内的卡兰加机敏地出脚一
蹭，皮球变线撞入网窝，建业取得了领
先优势。

一球落后的富力在下半场开始加大
了反击的力度，但扎哈维、肖智的双双缺
阵，让他们失去了进攻最有效的武器。
反倒是建业在第 63分钟由里卡多抓住
机会再入一球，锁定了胜局。

在拿下了至关重要的三分后，建业

的保级形势略有好转。主教练王宝山在
赛后表示：“现在每场比赛对我们来说都
至关重要，保级任务虽然依然艰巨，但能
拿下这场比赛，最大的好处就是让队员
们恢复了信心，这对球队有着重大意
义。”⑥9

主场 2∶0战胜广州富力

建业拿下关键3分

10月 20日下午，2018体
彩杯郑州·智慧岛赛艇挑战赛
暨俱乐部赛艇挑战赛在郑东新
区龙子湖拉开战幕。学校组与
大师组的10支赛艇队、200余
名队员齐聚龙子湖逐浪竞技。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等主
办，河南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
河南省学生体育总会赛艇龙舟
协会承办。比赛所在地郑州市
郑东新区智慧岛龙子湖水域面
积 1400 多亩，环岛绿化带视
野开阔，是赛艇运动项目开展
及观赏比赛的绝佳之地。 本
报记者 邓放 摄

里卡多庆祝进球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鸿沟之畔上演棋王争霸

开幕式在鸿沟之畔、邙山之巅举
行，“城寨”一样的对弈亭质朴、浑厚而
又充满神秘气质，如鹰翼般跨越鸿沟之
上。世界象棋联合会霍震霆主席特别
代表钟彦，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
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中国棋院院长朱
国平，世界象棋联合会副主席郑勤霖，
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炳奇，郑州市委
常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谷保中，
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法建强，郑州
市政协副主席岳希荣，世界象棋联合会
秘书长郭莉萍，荥阳市委书记宋书杰，
荥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王效光，河南天伦
集团董事长张瀛岑，河南天伦集团总裁
冼振源等出席开幕式。

上午 9时，荥阳鸿沟，秋意渐浓。
竹简签名后，嘉宾们步入活动现场。
在紧张激烈、精彩优美的“兵临城下”
节目表演结束后，第二届楚河汉界世
界棋王赛大幕徐徐拉开。开幕式由央
视体育主持人张斌主持。

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谷保中在
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郑州市紧抓历史
机遇，立足深厚的文化积淀，围绕“一
山（嵩山）、一河（黄河）、一祖（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一城（国家中心城市）、

一寺（少林寺）、一棋（象棋）”积极打造
靓丽城市名片，先后培育出新郑拜祖
大典、登封国际少林武术节、荥阳楚河
汉界世界棋王赛等一批知名文化品
牌，着力构建大文化体系，助推郑州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国际商都。他
表示，作为地方政府，将全力以赴讲好
象棋故事，做好文化传承。

世界象棋联合会霍震霆主席特别
代表钟彦，代表世界象棋联合主席霍
震霆向世象联各成员单位广大象棋工
作者、世界各地象棋运动爱好者及运
动员表示问候和谢意。他说，楚河汉
界世界棋王赛能有如此高的关注度，
不仅仅是奖金高、棋手级别高，更是因
为荥阳鸿沟的魅力所致。“水无源不流
远，树无根不长久”这里是棋盘上楚河
汉界的历史原型，有着厚重的文化积
淀，是象棋文化的根源所在，是每个象
棋爱好者心中的圣地。举行楚河汉界
世界棋王赛，在促进竞技水平提升的
同时更注重宣传和推广象棋文化，让
文化与赛事同行。唯有象棋文化繁荣
不息，象棋运动才能蓬勃发展。

随后，当天的对弈棋王，2017 年
世界象棋锦标赛冠军、象棋特级大师
王天一与 2017年中国全国象棋个人
锦标赛冠军、象棋特级大师徐超登场，
进行净手抽签，徐超抽得写有“令”字
的竹简，由其选择先后手，徐超选择慢
棋后手执黑棋。

随后，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中国棋院院长
朱国平与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王炳奇
进行挂帅仪式，朱国平宣布第二届楚
河汉界世界棋王赛正式开幕。两位棋
王在礼仪的引领下，徐步登上对弈亭，
开始了“鸿沟为界，楚汉争雄”。经过
近6小时、42回合的鏖战，王天一战胜
徐超，夺得本届棋王赛冠军。

17:00，国家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朱国平、天伦集团董事长张瀛岑分别
为王天一颁发奖杯、奖金，世象联主席
霍震霆代表钟彦、荥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王效光分别为徐超颁发奖杯、奖金。

在两位棋王激烈对弈时，曾在央
视《百家讲坛》中主讲《英雄项羽》系列
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李清泉教

授、象棋特级大师张强、女子中国象棋
国家大师时凤兰及王天一、徐超亲友
团应邀到直播间讲评本场比赛、讲述
象棋文化历史脉络。

在本届比赛中，世界象棋联合会、
亚洲象棋联合会、欧洲象棋联合会官
员，24个国家和地区的象棋组织代表，
全国象棋之乡代表，象棋界专家、棋王
及体育界、文化界、旅游界、文物界、企
业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齐聚荥阳鸿
沟，共同见证此次世界顶级典范品牌象
棋赛事。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
台、香港卫视、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
郑州日报、郑州电视台、人民网、新华
网、楚河汉界网、新浪网、凤凰网、腾讯
网、中原网、中国棋牌网、中国智力运动
网等39家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旅游卫
视、天天象棋、新浪视频、优酷视频等媒
体进行了电视及网络直播，其中天天象
棋同时在线人数近300万，通过新浪微
博、新浪新闻客户端观看直播同时在线
人数达到230多万，微博单条阅读量达
到300多万，通过优酷视频观看直播同
时在线人数超过200万。

文旅项目助力象棋事业发展

据了解，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
王赛由世界象棋联合会主办，中国象
棋协会、河南省体育局、郑州市人民政

府承办，郑州市体育局、荥阳市人民政
府、河南天伦旅游集团协办。每两年
举办一届。比赛地为象棋棋盘上楚河
汉界的原型——鸿沟。比赛总奖金为
130 万元人民币，其中冠军奖金 100
万元，亚军奖金 30 万元。其规格之
高、定位之高、形式之新、承载之重、奖
金额度之高均属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
象棋赛事之最。

本次比赛位于河南省重点项目
——楚河汉界旅游度假区内，该项目
是天伦集团下属旅游板块的核心项
目，占地约2万亩，将以“象棋文化、楚
汉文化、黄河文化、中原文化”为支点，

打造河南旅游新名片，目前已成功引
进悦榕庄、中华恐龙园等著名品牌。

本届比赛，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
固定赛址正式投入使用。楚河汉界世
界棋王赛址由绿城团队设计建造，由
曾经创作过安吉悦榕庄酒店、千岛湖
喜来登酒店的著名设计师张微担纲。
棋王对弈亭选址鸿沟之上，造型上是
黄土地与建筑最原始的构成方式之
一，选材上以天然竹材与金属拉索构
建结合，既环保，又坚韧耐磨，可以经
受风吹日晒多年不开裂。

此外，为棋王赛配套的酒店组团
也在建设当中，包括50个房间的奢华
度假酒店悦榕庄和拥有210个房间的
五星级悦椿温泉度假酒店，将于下一
届棋王赛期间投入使用。

天伦集团总裁冼振源在欢迎晚宴
致辞中表达了天伦集团作为新时期象
棋文化推广参与者的决心：“发展象棋
运动、推广象棋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复兴意义深远，天伦集团将义不容辞
地持续支持象棋运动发展、象棋文化推
广，为象棋事业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的复兴添砖加瓦，作出更大贡献！”

弘扬象棋文化 赛事与文化同行

10月 21日，在王天一、徐超两位
棋王楚河汉界巅峰对决带来的美好享
受意犹未尽之时，第二届中国象棋文
化论坛和 2018楚河汉界大学生象棋
文化主题辩论赛在江南春温泉酒店拉
开了帷幕。

上午，来自国内各地的象棋专家和
参加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的嘉
宾共同出席第二届中国象棋文化论
坛。论坛上，黄少龙、韩宽、刘国斌、季
本涵、言穆江、方浩鉴、贾向文、张超英
等象棋文化专家学者对近年来自己在
象棋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和阐
释，引发了与会嘉宾广泛讨论和思考。

下午，来自天津和郑州的两支大学
生象棋辩论队在象棋大师党斐的主持
下，就“在青少年象棋教育中，应以了解
象棋文化内涵为主还是以培养竞技能
力为主”展开了激烈论辩。郑州大学辩
论队以“应以了解象棋文化内涵为主”
为观点，深入浅出地陈述了象棋文化内
涵在青少年象棋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天
津大学生象棋联盟辩论队则以“应以培
养竞技能力为主”为观点，重点阐述了
青少年象棋教育中以竞技培养兴趣，从
而激励青少年学习象棋、了解象棋。最
终，郑州大学辩论队获得团体冠军。

据悉，这两个活动均为第二届楚
河汉界世界棋王赛暨第二届中国象棋
文化节的组成部分。近年来，荥阳积
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发
掘和传承象棋文化，联合棋界同仁合
力共建“世界象棋文化之都”，先后举
办一次世界象棋锦标赛启动仪式、两
次亚洲象棋锦标赛启动仪式、首届楚
河汉界世界棋王赛、亚洲象棋联合会
成立四十周年庆典等一系列象棋国际
活动，得到了海内外棋界人士的广泛
认可与积极参与。

鸿沟之畔擂战鼓 邙山之巅艺争峰

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在荥阳举行

□本报记者 刘红涛

鸿沟棋事再兴，八方宾朋

同庆。10月 20日，第二届楚

河汉界世界棋王赛在荥阳鸿沟

开幕。2017年世界象棋锦标

赛冠军、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

与2017年中国全国象棋个人

锦标赛冠军、象棋特级大师徐

超，在天地棋盘展开了一场注

定会载入象棋史册的巅峰对

决。经过近6小时、42回合的

鏖战，王天一战胜徐超，夺得本

届棋王赛冠军。

第二届楚河汉界世界棋王赛比赛现场 央视主持人张斌与象棋专家纵论象棋文化

国家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朱国平、天伦集团董事长张瀛岑为王天一颁发奖杯、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