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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23 日，
在南昌举行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赛艇比赛中传来捷报。经过激烈
比拼，河南的赛艇小将们收获颇丰，
一天之内他们就夺得了三金五银。
其中，在赛艇俱乐部组混合四人双桨
项目以及赛艇社会组八人混合单桨有
舵手项目，河南组合都展现了绝对实
力，一举将金银牌收入囊中。

作为河南体育传统的优势项目，省

赛艇队一直在全国赛场上保持着很强
的竞争力，在第十三届全运会上，他们
也为河南代表团贡献了两金一银。本
届青运会的赛艇比赛，也是对各省赛艇
队后备力量的一次最好检验，这批青涩
的全国冠军，两年后也将是第十四届全
运会赛艇项目金牌的最有力争夺者。

河南赛艇队在二青会上的三枚金
牌，分别来自赛艇俱乐部组混合四人双
桨项目、赛艇体校组男子双人双桨项目，

以及赛艇社会组八人混合单桨有舵手项
目。在实力最强的赛艇俱乐部组混合四
人双桨项目上，郑州丰合俱乐部的两条
艇也是争夺金牌的最大热门。最终，发
挥更加出色的张千一、尚子珑、吕郑洋
和张淑媛，以将近5秒的优势战胜了俱
乐部的队友，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这也
是他们自己赛艇训练生涯的全国首
金。为河南代表团夺得赛艇体校组男
子双人双桨项目金牌的冀高星、吕子文

来自南阳体校，赛艇社会组八人混合单
桨有舵手项目的冠军成员依然来自郑州
丰合俱乐部，亚军来自郑州九十四中。

当天河南代表团的最后三枚银
牌，都来自赛艇体校组项目，许盈盈
获得女子 2000 米单人艇项目的亚
军，王佳佳、邢新茹夺得了女子 2000
米双人双桨项目的银牌，许盈盈、许
静镭、赵旋怡、王秋俊获得女子四人
双桨项目的亚军。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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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气排球联赛6月7日揭幕二青会赛艇项目传捷报

河南水军一天斩获三金五银

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22日，一
场有趣的足球嘉年华，让新乡市育才小
学明德校区的孩子们体验了体育运动
的乐趣。

活动中，足球标靶、真人桌上足球、
足球斯诺克、最强拍档、意念蜘蛛、机器
人对抗、迷你乒乓、泡泡足球等十余项
趣味嘉年华游戏，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
乎。孩子们纷纷表示，游戏很好玩，大
家都能参与，非常喜欢。来自新乡各个
学校的校长、体育老师也纷纷参与其
中，切身体验各项游戏的乐趣与精彩。

河南省校足办主任郭蔚蔚表示，观
摩培训活动给孩子们提供了近距离接
触足球的机会。对河南校园足球文化
建设、河南足球“九个一”工程、校园足

球嘉年华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活动由河南省青少年校园足

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新乡市教
育局承办，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以
及北京耀胜体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协
办。据悉，下次展示观摩活动将于 5月
24日继续在开封举办。⑥9

在校园足球嘉年华里享受体育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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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晖）第二届全
国青年运动会高尔夫球社会俱乐部
组预赛上周在山东烟台收杆，我省
两支队伍闯进决赛圈。

本次青运会高尔夫球项目社会
俱乐部组的预赛，按照年龄分为甲组
（15 岁至 18 岁）和乙组（10 岁至 14
岁）进行。经过三轮较量，我省圣安德
鲁斯（郑州）高尔夫俱乐部在男子甲组
和女子乙组的比赛中都获得第七名，
顺利拿到了将于6月下旬在烟台进行
的二青会高尔夫球决赛的参赛资格。

河南的高尔夫球运动起步较
晚，但小选手冀怡帆、张婧文等现已
在全国乃至世界级赛事中取得不俗
的成绩。随着高尔夫球在里约奥运
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练习高尔夫
球的孩子明显增多，河南省体育局
也积极从青少年入手，开展丰富多
彩的青少年竞赛与培训，河南的球
场和练习场也对青少年推出优惠政
策，让更多的孩子走进高尔夫运动，
为河南省高尔夫球运动的发展打下
坚实的基础。⑥11

本报讯（记者 黄晖）记者5月 22日
从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获悉，2019 年
河南省气排球联赛将于 2019 年 6月 7
日开战，这是我省连续第三年举办此项
活动。

气排球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式排
球”，是集运动、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群
众体育项目。与传统排球相比，气排球
球质更软，富有弹性，手感舒适；球体更
大，球速慢，容易控制；球网更低、场地
更小，打球可减少跳跃和奔跑，降低受

伤概率，种种优点都吸引着更多的人参
与气排球运动。

省球类中心副主任谢国臣介绍，随
着气排球项目进入天津全运会以及各
省省运会，气排球运动的发展也随之提
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河南经常打气
排球的爱好者约有一万人。省气排球
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河南省球类
中心承办，世航体育文化公司协办。今
年的联赛预计将有近百支队伍参加比
赛，比赛将分三个阶段进行。⑥11

5月 23日，为期3天的河南省第十三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在
洛阳市体育中心网球场落幕，共有来自平顶山、濮阳、郑州等地的12支代表队123
名老年运动员在比赛中切磋球技。⑥9 本报记者 李悦 摄

5 月 22 日 ，体 彩 大 乐 透 第
19058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03、
10、13、14、32”，后区开出号码“07、
11”。本期是新规则上市后的第 40
期开奖，以2.75亿元的全国发行量，
为社会筹集彩票公益金9920万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5注头奖。其
中，2注为追加投注一等奖，单注奖金
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
分落江苏、陕西；3注为基本投注一等
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分落河南（2
注）、江苏。其中，河南中出的 2注
1000万元基本投注头奖均出自南阳
一家体彩网点，中奖彩票是一张2倍

投注的7+2复式票，投注金额84元，
除了2注一等奖外，还中出多注固定
奖，单票奖金2064万多元。

本期开奖结束后，48.45亿元滚
存至5月25日开奖的第19059期。

（肆颜）

本报讯（记者 李悦）5 月 25 日，
由河南省慈善总会、河南省球类运动
管理中心、河南省校足办和河南省足
协共同主办，河南足球事业发展基金
会承办，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和各地
市球迷协会协办的“建业杯”河南省
业余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将在全省
18个地市的分赛区同时打响。

作为省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
影响力最广泛的业余五人制足球赛
事，去年举办的首届“建业杯”业余五
人制足球联赛，就吸引了 132支球队
的 1597名运动员报名参加。与此同
时，通过该项赛事，建业集团投入400
万元为省内的 26所贫困学校捐建了
球场，让 3.5 万名贫困地区的孩子有

了享受足球乐趣的机会。
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的“建业

杯”在赛事规模、奖励办法、捐赠力
度等方面都进一步提升，可以说是
全新升级。今年的“建业杯”包括河
南省业余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大
学生十一人制校园足球挑战赛、河
南省女子足球赛、社区足球节共四
大项内容。

目前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的报
名工作已经结束，赛事的筹备工作也
进入到最后阶段，5月 25日，也就是
本周六，五人制联赛将在全省18个地
市同时展开，大学生校园足球挑战赛
的报名工作也已经开始，女子足球赛
很快就会启动。⑥9

为爱升级！“建业杯”周末开战

省业余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火爆异常。 本报资料图片

二青会高尔夫球俱乐部组预赛收杆

河南两支队伍闯进决赛圈

南阳一网点中俩大乐透头奖

静待——

闹市中的陶香洞天

酒窖可移动 醉美“仰韶红”
——郑州地铁5号线“仰韶彩陶坊号”专列启动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本报通讯员 张萌

5 月 20日，5时 20分，在这

个充满爱的时刻里，有一抹红因

为独一无二，吸引了来自省内外

近百名媒体人的目光与关注。

一静一动的诠释下，为五月的绿

城郑州点缀了红色的娇艳与吸

引力。

地铁客流量大，人群集中，是各大品
牌推广和传播的重要阵地。仰韶酒业为
落实企业“十八字”经营方针，以冠名地
铁为带动，通过机场、高铁站、高速、公
交、电梯多种渠道形式投放产品宣传，助
力白酒产业结构调整。

从此次 5号线地铁海报的画风可以
看出，仰韶彩陶坊地铁的广告画面思路
清晰、目标明确，一是有力的对外展示

“到河南，喝陶香”的仰韶品质、品类、品
牌自信，二是配合2019年仰韶酒业在纸
媒、新媒体等各终端的品牌势能提升，着
重提升品牌力。

仰韶文化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民族
文化，更是代表中国白酒企业的民族品
牌。此次仰韶彩陶坊冠名地铁5号线，实
现了地下交通传播的全覆盖，仰韶酒业与
自运营至今郑州地铁的“安全度”“前进
力”和“高效率”方面的内涵高度匹配。

韩嘉俊表示，作为豫酒振兴的“龙
头”，仰韶酒业近年频繁点亮行业营销，
侯建光董事长以匠心精神铸造仰韶产品
和品牌，流动的“仰韶红”，既彰显责任酒
企的社会形象，也奏响了豫酒振兴的最
强音。仰韶酒业接连冠名 3列地铁，也
是对郑州地铁媒体的认可。两者的合作
必将进一步拓宽消费者与品牌的接触
面，有利于消费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仰韶
文化，亲近民族文化，选择豫酒。

媒体代表认为，在仰韶·彩陶坊的地
铁专列，这一抹靓丽的“仰韶红”，一下体
现出了悠久的年代感，红色的基调让喜
庆的气氛扑面而来，“到河南，喝陶香”，
这股仰韶风成为郑州地铁里的一道靓丽
风景。跟随着豫酒崛起的势头，仰韶可
谓一马当先，在积极的转型中寻求突破，
研发了豫酒独立香型——陶融香，并形
成了一股“仰韶热”。让陶瓶白酒蕴藏的
味道开始在中原大地上飘香。

打铁还需自身硬，彩陶坊将继续以
“科技创新、品质创新、文化创新”传递新时
期的豫酒形象，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
高品质白酒需求，做消费者信得过的品牌。

近日，朋友圈一组“陶香洞天”的图片
持续刷屏后，省内外白酒人对其产生了不
小的好奇。原来这是位于郑东新区仰韶
酒业内的一组微观场景，直面地展示了一
瓶陶香美酒背后的点点滴滴，对“仰韶红”
依托下的彩陶坊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

5月 20日，在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
郝惠锋的陪同下，来自省内外的媒体人
近百名到郑东新区仰韶酒业探访闹市
中的“陶香洞天”。

媒体人一行对仰韶酒业郑州总部
进行了参观，身临其境的“陶香洞天”通
过场景再现，使大家深入了解陶香型白
酒的酿造工艺。一个个红顶陶坛，贮藏
着陶香美酒，静待来客品尝。在这闹市
中的一隅，顺着仰韶的陶瓶，依托历史，
走进仰韶，走进历史与酒的交融。

品鉴室内媒体人一行细致了解了
陶香酒品鉴的方法，通过产品陈列，大
家从小口尖底瓶以及鱼纹葫芦瓶中，感
受到仰韶彩陶坊全系列产品的文化内
涵。这一抹静置的“仰韶红”，因为陶与
火的淬炼，热烈而勇敢，为这个特殊的
日子献上了爱的红色。

参观过后，由静至动，“添彩郑州出
彩中原·郑州地铁五号线‘仰韶彩陶坊
号’专列发车仪式”在5号线儿童医院站
开启。作为郑州地铁网线中唯一的一
条环形地铁线路，5号线环绕整个郑州
城区，站点多达32个，贯穿郑州，新老城
区无缝连接，堪称郑州的“金腰带”！

河南省白酒业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省工信厅副巡视员姚延岭，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总经理韩嘉俊，河南省商务厅市场运
行处处长郭海燕，河南省工信厅食品办调研员王
高潮，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处调研员
段晓伟，河南省酒业协会会长熊玉亮，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今日消费报社总编辑王铙，河南省商务
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李俊杰，郑州地铁集团资源
管理部部长刘诚才，仰韶营销公司总经理郝惠锋
等以及省内外主流媒体人莅会见证并体验乘坐5
号线“仰韶彩陶坊号”地铁专列。

姚延岭表示，在“豫酒振兴”的征程中，仰韶
酒业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率先行动，精准发力：在
仰韶彩陶坊系列酒连续 7年以 30%速度增长的
基础上，坚持走高质量发展之路，重磅推出超级
大单品——彩陶坊天时日、月、星，努力打造河南
高端白酒标杆产品；牵手央视 2套财经频道，向
全国人民推介仰韶文化、助力河南出彩；冠名郑
州地铁 1、2、5号线 3列车，让行走的“仰韶红”陶
醉千万省会郑州市民。同时，仰韶酒业在科技研

发、品牌提升、市场营销创新等多个领域做出了
优异的成绩，已成为引领我省酒业转型发展的

“龙头”力量。
熊玉亮在启动仪式上表示，发展是品牌的积

淀、品质的支撑。仰韶酒业凭借 7000年历史文
化、独特陶香、强大的市场覆盖率领跑豫酒，为
豫酒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郑州本地冠名
人流量密集的 1、2号线地铁交通，以及今天的 5
号线环线地铁，向往来郑州的旅客及郑州人民展
示了豫酒浓厚的文化积淀、中原独有的品质陶
香，借助地铁广泛的人口覆盖率，让陶香飘进千
家万户。

在代表企业致辞时，郝惠锋表示，把白酒
打造成文化产品，让更多的人通过白酒感知仰
韶文化、了解仰韶文化、喜欢仰韶文化，进而提
升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仰韶文化在新
时代下的弘扬与传播，这是企业的初衷，也是
企业创新和发展的着力点。在省委省政府号
召豫酒振兴之际，仰韶以先行之势裂变升级推
出天时日、月、星系列产品，独家冠名郑州地铁

1、2 号线列车以及刚刚开通运行的 5 号线列
车，使彩陶坊酒真正成为代表中原文化和地域
特色的文化产品，利用地铁庞大的人员流量和
传播度，打造仰韶彩陶坊“品质、品牌、品类”的
三重自信，在初夏里为中原绿城带来一抹靓丽
的“仰韶红”。

地铁里的“仰韶红”流动——

传递——

新时期的豫酒形象

在地铁5号线站台举行发车仪式

位于闹市区的仰韶“陶香洞天”文化体验馆

设在现场的媒体记者互动体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