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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五所高校的2019年高水平
运动队足球项目招生专业测试合格
名单日前出炉，其中郑州大学考试合
格20人、河南大学考试合格22人、河
南理工大学考试合格14人、河南师范
大学考试合格44人、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考试合格27人，共有127名学生顺
利通过足球项目考试，具体的2019年
高水平运动队招生专业测试可通过
相关网站查询。 （校足办）

冰雪运动：国家战略中的河南脚步
□本报记者 黄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关于以 2022年北京冬奥会
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在北京冬奥会的申
办、备战过程中，国家体育总局就曾提
出、推进过“跨界跨项选材”“三亿人上
冰雪”等思路和部署，以期促进竞技冰
雪和大众冰雪运动的同步发展，所以
此次《意见》的出台，是进一步将大力
发展冰雪运动上升成为国家战略。不
论是体育总局的部署还是国家战略的
推进，河南体育人的“冰雪脚步”，经过
几年的探索和实践，如今已在竞技冰
雪、大众冰雪以及冰雪产业方面，都有
不俗的表现。

美国时间4月 7日，科罗拉多州铜
山滑雪场，身披中国滑雪队战袍的河
南小将冉鸿运在美国国家滑雪锦标赛
自由式障碍追逐赛中勇夺冠军。冉鸿
运在塔沟武校练了6年武术套路，出众
的身体柔韧性和协调能力，让她通过
跨界跨项选材计划入选国家滑雪集训
队，最终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跨界跨项选材就是面向 2022 年
冬奥会，打破项目局限，精选有一定训
练经验和身体素质的运动员，增强中
国冰雪项目的实力。省体育局根据河
南武术、杂技人才丰富的特色，针对冰
雪运动项目的特点，探索出一条具有

河南特色的跨界跨项选材之路。负责
具体实施跨界跨项选材的郑州大学体
育学院目前已为国家各冰雪项目集训
队输送了 235 名运动员，人数位居全
国第二。灵活的选材机制也增强了河
南冰雪运动的实力，在 2月 26日进行
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自由式滑雪
雪上技巧女子双人赛中，来自郑大体
院的徐茜瑶、童梦瑶摘金夺银，为河南
实现了冬季项目在全国综合性运动会
上金牌零的突破。到目前为止，河南
在二青会冰雪项目上已有 3 金入账。
冰雪运动的“边缘省份”河南，在全国
冰雪运动的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

如果说竞技冰雪是金字塔的塔
尖，那群众冰雪就是金字塔的塔基。
竞技冰雪大步流星的同时，河南的群
众冰雪运动也在阔步前进。与跨界跨
项选材这种“从运动员到运动员”的模
式相比，在普通人尤其是青少年中普及
冰雪运动，应该才是扩大冰雪运动人
口、实现冰雪运动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
计。来自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的
数据显示，作为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
进”战略的重要载体，“欢乐冰雪 健康
中原”全民冰雪运动体验活动的参与人
数，已经连续三年超过十万人。

2018年夏天，省社体中心组织开
展大众欢乐冰雪周河南站活动，仅青
少年滑雪夏令营、滑雪公开课以及青
少年轮滑（轮转冰）推广三项活动就吸

引了 700 名 5 至 15 岁的少年儿童参
加。一系列活动不但给孩子们带来了
冰雪运动的乐趣，也在潜移默化着河
南冰雪运动的未来。

当然，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意见》
提出的着力点除了竞技冰雪和群众冰
雪，也绝不会少了冰雪运动产业。随
着体育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的风起，在
河南，社会资本投资体育产业的热情
也明显高涨，十多个投资热点领域中，
滑雪赫然在列。2018年，我省共有 14

家单位入选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工商
银行等 4家银行共同确定的《2018 年
全国优选体育产业项目名录》，其中以
滑雪为主营项目的就占了两家。河南
冰雪产业的潜力，不可小觑。

2022年北京冬奥会，给中国发展
冰雪运动带来了契机，也为河南带来
了难得的冰雪运动机遇，顺势而为，不
仅能带来竞技体育层面的突破，也意
味着全民健身的拓展和体育产业的升
级。河南冰雪运动，未来可期。⑥11

□李悦

经过几番抗议之后，河南建业最

终还是屈服了。4月 11日上午，建业官

方发布声明表示，为更好地建立及维

护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品牌形象，针

对 4 月 6 日比赛延期事宜，建业俱乐部

决定执行中超联赛委员会关于比赛延

期举行的决定。这也意味着，建业此

前向中国足协递交的抗议函是白抗议

了，经过中国足协的一番“和稀泥”，建

业还是没能逃脱 5 月份一周之内三连

客的赛程。

实 际 上 ，《2019 年 中 国 足 协 超 级

联赛规程》明明白白规定，场地达不

到比赛要求的属于主场方责任，应判

罚主场俱乐部该场比赛 0∶3 负，但是

中国足协在接到建业俱乐部的抗议函

后，却有规不依，百般推脱。随后，网

上又曝出，武汉卓尔主场草坪维护公

司的负责人，与中国足协的前官员存

在亲戚关系，虽然这一爆料最终不知

真假，但瞬间还是在球迷当中引起了

热议。

眼看事件已经越来越偏离原本的

方向，中国足协最终在 4 月 10 日晚做

出了裁决：维持比赛延期到 5 月 8 日的

决定。在声明中，足协表示比赛延期

的原因是“考虑到中超联赛比赛质量、

电 视 转 播 效 果 以 及 中 超 整 体 品 牌 形

象”，后续也会对各赛区草坪质量进行

专项督查，继续狠抓赛事质量管理，确

保球迷观赛服务措施落到实处，并对

延期给球迷带来的不便表示道歉。而

随后，既得利益者武汉卓尔俱乐部也

紧跟着发布公告，除了向球迷道歉和

承诺积极整改场地外，对此次事件的

态度只是表示遗憾。至于给 1000 多名

河南球迷所造成的时间和金钱损失，

无论是中国足协还是武汉卓尔俱乐部

都选择性地“遗忘”了。

目前，随着中国足协、武汉卓尔以

及河南建业先后发布官方声明，有关比

赛延期的风波也就此告以结束。但中

国足协在此次事件里，无视规则、忽视

球迷利益的行为，不禁让人们对其职业

能力表示怀疑。毕竟，一个不尊重规则

的联赛，还奢谈什么品牌形象？⑥9

不尊重规则，奢谈什么品牌形象

省社会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组织开展的“欢乐冰雪 健康中原”全民冰雪运动
体验活动，参与人数已经连续三年超过十万人。⑥11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2019年河南五所高校足球
专业测试合格名单公布

本报讯（记者 王映）4月 6日—7
日，2019 年全国滑板锦标赛在清丰
县极限运动基地举行，国内 24支代
表队的132名运动员参赛。

本次锦标赛设男子街式、男子碗
池、女子街式、女子碗池 4 个项目。
女子街式和碗池前 6 名的选手获得
进入国家队的资格，男子街式和碗池
前 6 名的选手获得进入国家集训队
的资格，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

近年来，在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
育局的支持下，濮阳市以跨界跨项选材
为契机，大力发展极限运动和冬季运
动，先后向国家输送优秀奥运人才162
名，建成了全国首家全奥运极限运动项
目基地和滑板小轮车训练馆，自由式小
轮车国家队训练基地正加快建设，今年
该市还将承办中国极限运动大会，实现
高质量人才输送、高标准基地建设、高
水平赛事承办的三大跨越。⑥9

4月 2日，国家体彩中心的扶贫
成绩单上又增添了一枚奖牌。

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扶贫基金会
2018年度捐赠人大会暨成立三十年
座谈会上，国家体彩中心因连续 14
年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开展“中国
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项目被
授予“突出贡献奖”。河南体彩中心
也因连续 6年积极参与该项目而再
一次与国家体彩中心同登领奖台。

这不是国家体彩中心第一次获此
殊荣。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历年捐赠人
获奖榜单上，国家体彩中心已是常客，
多次揽获“突出贡献奖”“杰出贡献奖”

“扶贫明星奖”等奖项。以建设负责任、
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
票为目标的中国体育彩票，扶贫济困、
服务民生是其天然使命，也是公益初
心。中国体育彩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
的战略部署，体彩公益金早已成为扶
贫事业中的重要力量。尽管 2005年
国家体彩中心开展“中国体育彩票·新

长城助学基金”项目之初定的是“十年
之诺”，即承诺在 10年内出资 400万
元，用于资助全国优秀贫困大学生，而
十年承诺兑现后，国家体彩中心并没
有停止脚步，而是把其塑造成品牌公
益项目继续开展，并加大了资助力度。

在国家体彩中心捐赠的基础上，
河南、辽宁等地方体彩中心也配套资
金积极参与，帮助更多贫困学生圆大
学梦，将该品牌公益活动做得越来越
响亮。截至目前，国家体彩中心与各
地方体彩中心已共同为该项目累计
投入 1057.25万余元，资助优秀特困
大学生2131人。 （王红亮）

全国滑板锦标赛在清丰举行

扶贫路上，国家体彩中心再获“突出贡献奖”

中央领导考察河南时曾寄

语：希望河南紧紧围绕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努力建设富强河

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

河南。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

镇化，在拓展更大更广发展空

间的同时，努力让人民过上更

好生活。

在河南这片沃土上，不仅

有灿烂的历史文化，也有“北雄

南秀”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可

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也能够深切感受到中原大

地的勃勃生机。

万科品牌，扎根在这片沃

土，不断发展壮大。纵观其多

年来的建设和发展，万科，不仅

是中国地产持续领跑者，更是

城市发展建设者、推动者。随

着中原经济大幕开启，“一带一

路”建设的延伸，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之门已经打开。如何紧

扣时代的脉搏，与这个伟大的

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律

动、起舞、发展、上升，则是万科

永恒的使命与面临的又一个重

大命题。

□本报记者 王军伟

万科 出彩路上的追梦者
大爱担当 大道无痕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中国企业
已经从过去的盈利时代，进入到社
会责任时代。

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地产界的公
益行动影响着社会大众和企业对慈
善的态度，倡导社会正能量。

这种行动，已不是简单地做好
事，它更是在承担一种社会责任，通
过公益去建立、维护人与人之间更
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万科早在 2008 年便在国家民
政部注册成立了万科公益基金会，
它是一家 3A级全国非公募基金会，
是企业开展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重
要平台，也是一支致力于促进社会
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民间力
量。

可以说，自 2008年援建遵道学
校开始，万科在开展教育脱贫的路
上未曾停步。

2008年“5·12”汶川地震，万科
投入 1.2亿元参与灾后重建，其中可
容纳 1000 名学生的遵道学校是地
震后首批交付使用的永久性建筑。
学校建成后，万科志愿者与当地教
育专家一起，持续推动遵道学校的
教育改革。通过设立教育专项基
金，引进优秀教师、表彰爱心班主
任，鼓励教学创新和教学发展。十
年来，学校的中考成绩持续进步，已
培养出逾百位大学生。为帮助这些
学子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万科发
起“导师计划”，选拔 200 余位员工
担任导师志愿者，二对一帮助遵道
学子成长，助力学生们成为各行各
业的精英，激励一届又一届遵道学
子们前行。教育给予小镇更美好的
希望，让遵道焕发勃勃生机。

2018年，也是遵道学校捷报频
传的一年——中考成绩再创新高，
学校荣获四川省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学校发展规划与教师奖励制度
进一步迭代。这一年，万科董事会
名誉主席王石被聘为荣誉校长，教
育发展委员会进行换届选举，万科
监事会主席解冻当选为主任，这一

年，爱与温暖持续来到学校，吴建
钢、张琪、周劲、王贵、丁福源、解冻
等多位企业家向遵道学校捐赠爱心
专项基金；上海浦东新区民办万科
学校捐赠5万元帮助建设教师书吧；
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毛剑琴教授也来到学
校，与孩子们分享科学故事。

十年过去，遵道学校已经成为
绵竹数一数二的优等学校，师资力
量得到极大改善。

不仅如此，万科还持续关注贫困
地区青少年教育及成长问题，致力于
以务实、持续和深入的方式支持贫困
地区基础教育发展，助力乡村教育，
帮助孩子们成长成材，为贫困地区的
发展带去向上生长的力量。

万科于2015年 9月开始援建新
疆塔县塔合曼乡寄宿制小学，其间
克服寒冷干燥、材料缺乏、高原缺
氧、工期紧张等困难，从全国10个城
市调集援建物资，用188天时间完成
兼具民族特色与绿色环保的综合教
学楼、风雨操场及塑胶运动场，总投
入 2300万元。2017年 5 月 11日，
学校所在地遭遇 5.5 级地震，9度抗

震设防技术使得学校建筑安然无
损，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得以保
障。好的建筑并不等于好的学校，
扶贫先扶智，只有教学质量持续提
升，才能帮助孩子及其家庭真正脱
贫。万科联合深圳与新疆教育专家
共同开展教育提升活动，推动塔合
曼乡小学的教育改革，每年投入 15
万-20 万元用以设立奖学金、奖教
金，持续激励老师与学生，共同打造
喀什名校。

2018年，万科联合中国光彩事
业基金会为贵州晴隆县、三都县、望
谟县、赫章县，以及甘肃积石山县等
五个县提供基础教育支持。每年资
助每县 500万元，连续资助 3年，累
计投入 7500万元，用于支持当地贫
困农村幼儿园、小学改进基础办学
条件，以教学楼、学生宿舍、餐厅为
主，兼顾图书馆、电教室、操场等辅
助设施，改善学生学习、生活的基本
条件，助力当地脱贫。

万科，在屡创荣誉的同时，不忘
回馈社会，用行动说话，用慈善传承
大爱与感动，这正是万科使命立企、
践行责任的有力见证。

大爱担当，大道无痕。不仅仅
是一句口号，数据足以证明一切。
这句话，万科当之无愧。

回馈社会 创造美好

中央领导曾寄语河南：事靠人
为，事在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万科怀揣
感恩之心，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关注
利益相关方发展，为人民群众的美
好生活而奋斗，致力于让更多人分
享到奋斗成果。

万科大力开展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工作，在易地搬迁、文化扶贫、
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乡
村振兴等多个领域不断探索，创新
扶贫、乡村振兴模式，用专业与实力
回馈社会。

在万科看来，建立一个企业扶
贫的长效机制至关重要，以“可持续
式扶贫”帮助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尤
为难能可贵。

健康扶贫：万科积极推动针对

特殊儿童群体的关怀项目，联合多
方力量编织爱心网络，为特殊儿童
的治疗恢复提供多方面的支持与帮
助，努力让这些孩子享有与正常孩
子同样健康美好的人生。

自 2009年起，万科与爱佑慈善
基金会、北京春苗慈善基金会、深圳
市慈善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海
南医疗救助基金会等多家机构在各
地合作开展救助先天性心脏病贫困
儿童的公益活动，让患儿得到及时
救助，减轻贫困患儿家庭的经济负
担。2018年，共资助 69位贫困先心
病儿童完成手术，累计资助 3050位
儿童，投入超过3000万元。

产业帮扶：定位于“城乡建设和
生活服务商”的万科集团，在西藏、
新疆、河北、贵州、江西、四川、山西
等贫困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产业、
教育和就业等扶贫实践。

文化扶贫：在弘扬红色文化方
面，万科以下埔村周恩来活动居址、
周恩来暂息处及革命烈士事迹为基
础，进行红色旅游规划设计，形成以
下埔村周恩来居所、周恩来渡海路、
周恩来渡海纪念碑为纵轴，以金厢
海滩为横轴的“T”形旅游空间格局，
以点串线、以线带面，打造红色旅游
示范区。同时，万科修葺包括小卖
部、休憩活动场所、公厕、景观绿道、
垃圾回收系统、道路等在内的配套
设施，助力提高村民的生活品质，并
以发展红色旅游为突破口带动金厢
镇全域旅游发展。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利器。为帮
助贫困地区精准脱贫，万科凭借自
身优势，积极开展产业、教育、就业
扶贫，建立扶贫的长效机制，以“造
血式扶贫”帮助贫困群众自主脱贫。

诸葛亮《将苑·兵势》曰：善将
者，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
则所向者无敌，所击者万全矣。

万科不仅在地产领域是运筹帷
幄的行家里手，在社会责任方面，深
度理解国家战略大势，每一步都紧
跟国家政策。万科，这个出彩路上
的追梦者，正在以品牌房企的使命
感，以实践者的精神推进新型城镇
化发展进程。

万科·民安 江山府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