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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年度总决赛

河南拳手勇夺两条金腰带
本报讯 （记者 李悦）1月 5日，由国

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主办的中
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暨世界格斗冠军赛
年度总决赛在深圳福田圆满落幕。最终
经过激烈较量，代表中国出战的塔沟武校
学员陈亚红、汪威分别夺得 60公斤级和
67公斤级金腰带。

中国原创国际级格斗赛事品牌——
“FF信赢天下”中国自由搏击职业联赛暨世
界格斗冠军赛，在经历了七个月的激烈拼
杀之后终于进入了年度收官之战。共有来
自4个国家的16名顶级战将齐聚深圳市福

田，为了象征着最高荣誉的金腰带而战。
本次大赛的资格赛自 2018年 7月开

启，只有在2018年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上
夺得前八名的选手才有资格参加，塔沟武
校学员陈亚红已经在该项赛事60公斤级
的赛场上摸爬滚打了近三年，在资格赛中
他未尝一败，以种子选手的身份登上了总
决赛的擂台。决赛中陈亚红充分利用自己
身高腿长的优势，频频以凌厉的腿法狠击
对手，贴身膝、远程腿组合层出不穷，三局
下来裁判一致判定陈亚红获胜。

随后的 67公斤级决赛，另一位塔沟

武校的学员汪威对阵选手是来自国内的
张帅，作为2017和 2018两个年度的全国
自由搏击锦标赛冠军，张帅的实力非同小
可。面对和自己打法相近且有着冠军光
环的张帅，汪威在场上冷静应对，技战术
完美发挥，退则灵敏闪避走位，进可直面
对手拼打，敢打敢拼，尤其是第二局更是
以拳膝组合重击对手腹部险些KO获胜，
最终赛前并不被人看好的汪威，成功逆袭
夺得67公斤级金腰带。⑥9

本报讯（记者 李悦）提升裁判的执
法水平和裁判员数量，是中国足球改革
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足协
《2020计划》中的重要内容。1月 5日，
河南省足协裁判委员会在郑州大学召开
了2018年度会议，并且交出了过去一年
裁委会的成绩单：2018年，河南省各级
足球裁判的注册人数都有明显增加，其
中新注册 2位国际级裁判、26位国家级
裁判。

为了顺应国家足球改革的形势，省
足协裁委会也对裁判员的培训、申报、
注册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基
层抓起，在高校学生、中小学体育老师、
教练员中物色、选拔裁判人才，进行基
础培训，逐步完善裁判员的晋级培养制

度。2018 年全省共注册国际级裁判 2
人、国家级裁判 26人，一级裁判员 302
人、二级裁判员 416 人、三级裁判员
303人。

据介绍，在2018年度中超、中甲、女
超、亚冠、亚足联等国内外职业赛场上，
都活跃着河南裁判员的身影。其中，他
们参与亚冠执法 6场，亚足联 U23比赛
4场以及中超联赛 61场，他们在赛场上
的执法水平也备受各方好评。

河南省足协副秘书长、裁委会主
任邓君霞表示：“相比 2017 年，我省裁
判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有明显提升，但
相对于国内发达地区，我们仍存在着
裁判员注册范围窄、注册人数少等问
题。2019 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裁判

员的选拔使用工作，细化评价晋升体
系，并争取让更多河南裁判出现在国
内外高层次的比赛中。”当天的会议上
还对 2018 年度的优秀裁判员、精英裁
判员、优秀裁判长、优秀裁判员讲师进
行了表彰。

在当天的会议上，河南省球类中心
与卡尔美（中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正
式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在当天还举
行了签约仪式，今后河南的足球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也将得到卡尔美的更多
支持。

签约仪式之后，还召开了省足协裁
委会年度总结会，裁判长、精英裁判员暨
二级裁判员培训班，来自我省的裁判员
参加了培训。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中国女
排 超 级 联 赛 第 二 阶 段 排 位 赛
2019 年 1 月 5 日再战一轮，河南
银鸽投资女排坐镇漯河主场以
3∶0战胜浙江队。

本场比赛河南女排的首发阵
容为主攻王益群、凯蒂，副攻黄瑞
蕾、毛钧怡，接应贝尔，二传张梓
涵和自由人毛雅静。本场比赛虽
然比分胶着，但河南女排除首局
开局被进入状态更快的浙江队短
暂压制之外，基本控制了比赛的
节奏，最终 25∶23、25∶18、25∶22
横扫对手。

球队新年“开门红”，主教练
焦帅心情大好，表扬队员的同时
也不忘祝福对手：“今天的比赛双
方打得比较激烈，比分也很胶着，
河南队从落后到反超，关键球处
理得很好，也有一定的运气成
分。这是 2019 年我们的第一场

胜利，我们会再接再厉，为主场球
迷奉献精彩的比赛，同时希望浙
江队越打越好。”

目前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
9—14名的排位赛已经战罢5轮，
河南女排四胜一负，排名紧随领
头羊八一队之后。

男排超级联赛方面，第二阶
段排位赛1月 6日下午又战一轮，
坐镇南阳主场的河南天冠男排以
三局三个 23∶25遗憾地输给山东
队。本场比赛除了比分之外，双
方各种比赛数据也非常接近，河
南男排多次在领先的情况下被山
东反超，发球及进攻环节都不亚
于对手，可惜往往在关键分的把
握上出现问题，心态起伏较大，失
误增多，丢掉了比赛。

本轮战罢，河南男排在联赛
第二阶段 1—8 名排位赛中位居
第八。⑥11

2019年伊始，体彩顶呱刮三
款全新贺岁票种“贺新年”“金猪
纳财”“金猪贺岁”登陆河南，红
火的票面、趣味的游戏、丰富的
奖金，在烘托节日气氛的同时，
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喜和体
验。

新票“贺新年”采用了超大
尺寸票面，主画面呈现的是“招
财进宝”字样，显得格外吉祥、庄
重、大气。该票的刮开区设在票
背，因此购彩者在刮开游戏区
后，也能保持新票正面图案的完
整。喜庆的票面设计，红火的色
彩搭配，如果把该票张贴起来，
会更加引人注目。“贺新年”单票
面值 20元，有 22次中奖机会，最
高奖金高达 100 万元（游戏规则
详见票面）。

“金猪纳财”单票面值 10元，
共有12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30
万元。票面以传统生肖猪为主
题，色彩丰富，金猪诙谐可爱，延
续了近两年剪纸的生肖形象。票
面上配以“招财进宝”“黄金万
两”“日进斗金”等吉祥话语字样，

传递了浓浓的节日气氛，展示了
民间艺术，延续了民俗传统，同时
又传承了中国文化（游戏规则详
见票面）。

“金猪贺岁”单票面值 10元，
最高奖金 30 万元。票面上憨萌
可爱的金猪形象，展示年节中的
不同场景，带给人轻松、喜悦、热
闹的感受，很适合新老购彩者前
来一试（游戏规则详见票面）。

温馨提示：购彩有节制，请理
性购彩；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未
成年人不得购彩及兑奖；您所购
买的每一张即开型体育彩票金额
中的 20%都将用于社会公益事
业。 （彩文）

本报讯（记者 李悦）1月 4日，由省校
园足球办公室和郑州大学主办，郑州大学
体育学院(校本部)承办，河南省艾森体育
赛事策划有限公司、卡尔美(中国)有限公
司协办的第一届郑州大学“贺岁杯”足球
邀请赛在郑州大学本源体育场激情开战。

本次比赛的举办旨在提高我省校园
足球的竞技水平，给青少年球员提供更

多的比赛锻炼机会。报名参赛的四支队
伍分别是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市第二
中学、郑州市第九中学、郑州大学高水平
队，其中三支高中球队在全国赛场上都
是赫赫有名的强队。

在开幕式后，东道主郑州大学高水
平队与郑州九中队狭路相逢，尽管雪后
的体育场有些湿滑，但两队依然拼抢得

相当激烈，场上人仰马翻的镜头随处可
见。上半场两队 0∶0握手言和，下半场
郑州九中队利用配合娴熟的优势接连打
进两球，最终以 2∶0击败东道主取得开
门红。在另外一场比赛中，郑州二中和
省实验中学队杀得难解难分，90分钟两
队打成 1∶1，点球决赛中，郑州二中笑到
最后，以5∶4惊险击败对手。⑥9

省足协裁委会交出2018年成绩单

2位国际级裁判和26位国家级裁判成功注册

郑州大学“贺岁杯”足球赛开战

女排联赛排位赛

河南女排新年开门红

体彩顶呱刮三款新票贺岁

近年来，我省涌现出众多优秀的青年
裁判。 本报记者 李悦 摄

▶河南拳手展现出过人实力。本报
通讯员 薛明瑞 摄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创建于 1994年，
位于郑州市东明路 177 号，集医疗、教学、科
研、博物馆为一体，设有种植中心、正畸中心、
显微治疗中心、舒适治疗中心、口腔保健中心、
儿童牙病中心、综合科、牙体牙髓病科、牙周病
科、牙周洁治科、口腔修复科、牙槽外科、口腔
黏膜病科、口腔预防科、影像中心、消毒供应中
心等中心与科室。现有医疗技术人员 300余
名，其中中高级职称技术人员72名，口腔医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 21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3名，
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64 篇，SCI 收录 2
篇，参编专著多部，累积病例档案 25万余份，
服务覆盖人群 400万人次，建院以来，与国内
外多所大学及口腔医疗机构进行广泛交流与
合作。2017年 12月，整体引进美国牙科设备
的 13家赛思口腔社区诊所在郑州市高端社区
开诊，致力于传播健康口腔理念、促进社区口
腔预防、提供社区口腔治疗服务，得到了政府、
行业和百姓的一致认可。

医院现有中华口腔医学会理事 1人，中华
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候任主任委员1
人，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种植、全科口腔医学、
牙体牙髓病学、口腔护理等专业委员会委员 5
人；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副会长 1人，河南省口
腔医学会常务理事 1人、理事 5人，种植、民营
口腔医疗、修复、正畸、牙体牙髓、儿童牙病、牙
周、计算机、美学、颌面外科、全科口腔、口腔护
理、院感等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1人、副主任
委员 2人、常委 3人、委员 24人；中国医师协
会口腔医师分会民营口腔医师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1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口腔医学委

员会常务委员 1人；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口腔整
形美容分会美容修复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1
人。

2018 年，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硕果累
累。

3月 28日，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河南
大学口腔医院新院在郑东新区博学路与育翔
路交会处开工奠基。

5月 9日，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院长何
宝杰当选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
候任主任委员。

5月 11日，副院长、儿童牙病中心主任孙
丽艳医师荣获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
分会全科病例比赛第一名。

6月 19日，何宝杰院长当选国际牙医师学
院（ICD）院士。

11月 17日，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发
布的《中国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显示，河南大
学赛思口腔医院在华中区医院专科声誉排行
榜中获提名医院。

11月 29日，医院入围“影响河南特色品牌
医院”、何宝杰院长入围“影响河南优秀医院院
长”。

12月 14日，在河南省口腔医学会2018年
学术年会首届口腔跨学科病例比赛中，医院赵
鑫、陈菲菲、邹桂克等 7名医师分别获得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第七、第九、第十名。

随着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在科研、教

学、专业技能、学科发展等口腔专业领域各项
成就的取得，目前，医院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口
腔医学知名品牌。

技术 强院之本

医院的发展离不开专业技能的提升，专业
技术是专科医院的强院之本。

何宝杰院长在建院之初就深知此理，医
院大力发展种植中心、正畸中心、显微治疗中
心，目前，三大中心在口腔医学领域均成绩斐
然。

随着牙齿缺失患者对种植牙需求量的增
多，2003年，医院种植科成立，现在，种植中心
有 10名种植专科医生，且均为口腔种植/口腔
修复专业研究生学历，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100余次。

种植中心在学科带头人何宝杰教授的带
领下，2013年，经原河南省卫生厅批准，河南
口腔种植中心在医院成立；2014年，医院率先
在河南省内开展“All-on-4®”全口种植一日
重建技术，填补河南省此项技术空白。至今，
种植中心已开展种植手术 10000 余例，80岁
以上老人来院种牙人数占 8.9%。种植中心医
师三次荣获全国口腔种植病例大赛优胜奖，其
中，2015年，副院长、种植中心主任邹桂克医
师荣获中华口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种
植病例比赛第三名。

正畸中心现有副主任医师 2名、硕士研究
生 4名，多名医生具有 20年以上的工作经验。
科室医生荣获全国正畸病例大赛奖项 3个，并
荣获“河南省三八红旗手、中原健康卫士”等荣
誉称号，其中正畸中心主任马玉霞医师荣获
隐形正畸中国好病例大奖赛优秀病例奖，正
畸中心至今已为数万名患者解决了错颌畸形
问题。

显微治疗中心成立于 2006 年，拥有 9个
显微治疗诊室，在河南省内率先开展显微根管
治疗技术，至今已开展显微根管治疗18000余
例。2017年，副院长滕海英医师荣获中华口
腔医学会民营口腔医疗分会根管治疗病例比
赛第二名，李丹霞医师荣获优胜奖；2018年，
副院长、综合科主任陈菲菲，牙体牙髓病科主
任杨亚丽医师的病例报告入选中华口腔医学
会第十一次全国牙体牙髓病学学术大会病例
100强。

人才 强院之源

人才是医院发展的核心，在人才梯队建设
上，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实施“请进来、走出
去”的人才发展战略。

请进来。从 2009年开始，河南大学赛思
口腔医院每年都引进 3-5 名硕士研究生，先
后有北京大学、第四军医大学、中山大学、中
国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郑州大学等高校
研究生来到医院，并逐渐成长为医院的技术
骨干。

2000年至今，医院聘请第四军医大学口
腔医学院博士生导师、著名正畸专家段银钟教
授为正畸技术顾问；2017年，美国罗切斯特大
学伊斯曼口腔健康学院终身教授任延方担任
医院全科口腔人才培养技术顾问。

走出去。为拓展专业视野，学习尖端技
术，借鉴国际经验，近年来，医院每年选派 10
名以上医生，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波士顿大
学、美国太平洋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口腔医学
院学习。为与国内同行交流心得、互通有无，
医院选派医生 100余人次赴国内知名大学口
腔医学院学习。

为建立口腔人才培养基地，医院建设了培
训中心，包括 41台教学头模、10000册专业图
书文献室及批判性思考训练室等，总面积
1800平方米。

文化 强院之基

医院文化是医院发展的核心和基础。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的医院文化与艺

术进行了完美契合，何宝杰院长说，医学与艺
术相通，艺术与文化相融，牙齿艺术文化可以
为口腔医疗“注入灵魂”，为患者创新服务体
验，让患者体验不一样的口腔医疗文化。

2005年，赛思齿艺博物馆面向社会开放，
集牙齿艺术、牙科文化为一体，将齿艺文化与
口腔服务有机融合，是河南省唯一一家牙齿艺
术博物馆，成为医院的文化特色，已接待中外
友人万余名。

公益 强院之道

“赛思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和政府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做公益回报社会，是赛思
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大课题，是赛思人的初心坚

守。”何宝杰院长动情地说。
在口腔健康宣教的道路上，医院深入社区

与学校开办义诊、健康知识讲堂、举办夏令营、
实施儿童窝沟封闭等公益活动……

在宣传口腔健康知识的同时，医院不断地
捐资捐物回馈社会。

建院以来，医院向社会捐赠医疗设备、定
向医疗救助、贫困大学生学费资助等价值 500
余万元。2017年，赛思口腔创始人何宝杰捐
款发起成立禾苗雨露慈善基金。

创新 强院之翼

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2017年 4月，医院与河南大学、美国罗切

斯特大学伊斯曼口腔健康学院合作共建河南
大学口腔医学院，助力河南大学“双一流”大学
建设。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2012年被原河南
省卫生厅评为“河南省医院创新管理先进单
位”；2013年，医院被授予“河南省儿童口腔疾
病综合干预项目工作先进单位”称号；2015
年，“赛思”注册商标连续被原河南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认定为河南省著名商标。

建设中的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河南大
学口腔医院建筑面积45000平方米，规划设置
口腔综合治疗椅 200台，住院床位 60张，年接
诊量可达 50万人次，以专业化、智能化、国际
化为目标，打造一流的口腔专科医院。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新的历史时
期，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又站在了新的起
点，在口腔医学领域再创佳绩，主动担当,用实
际行动描绘精彩未来,打造享誉全国的口腔医
学名片，助力中原更加出彩。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院长何宝杰（中）
当选国际牙医师学院（ICD）院士

25年前，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诞生。
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的成立开创了

我省医疗卫生行业多元化发展的新局面，为
我省口腔医学专科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同
时也为口腔患者就诊提供了新的选择空间。

精湛的技术、贴心的服务、科学的管理
缔造了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口腔医学专
科响亮的品牌，使同行赞誉，患者认可。

经过 25年的发展，“看牙到赛思”已成
为许多中原人下意识的一个就诊选择。

□本报记者 李淑丽 本报通讯员 康信春

建设中的河南大学赛思口腔医院、河南大
学口腔医院

赛思：享誉全国的口腔医学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