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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省教育厅校足办协办

本报讯（记者黄 晖）由河南省农
业农村厅、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农民
体育协会等主办的“金苹果杯”第二届
河南省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函谷关
杯”首届河南省农民围棋大赛 9月 26
日在灵宝市开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
省的400多名运动员。

本届农民体育健身大赛共设置四
人趣味拔河比赛、浅水抓鱼欢乐多、十
字象限跳、苹果分级赛、晒场收谷大丰
收、30米板鞋竞速接力赛、香菇称重
大比拼、精准扶贫奔小康 8个比赛项
目。大赛设置的比赛项目不同于竞技
比赛项目，在项目设置上突出“农”字
和“趣”字。比赛项目均紧密结合我省
农业生产实践，源于农民生活，富有农
村特色。项目规则简单有趣，最大限
度地保证趣味性、观赏性和参与性，参
与者和观众在比赛中都能够充分感受
到农业生产热火朝天的独特魅力，乐
在其中。首届农民围棋大赛则设置个
人赛和团体赛两个项目，旨在丰富广
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示新时代
新农民的精神风貌，助推棋类活动在
广大农村地区又好又快发展，为我省
农民体育健身注入更多的活力。

赛会组织者表示，这些以农民为
主体，以农耕文化为主题，以农业生产
为背景设置的项目，对于促进农耕文
化与体育文化融会贯通，提高全省各
地农民朋友参与全民健身的积极性，
将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

据了解，在大赛举办期间，当地利

用赛事平台，举办名优特农副产品对
接会，以搭建农产品贸易和交流合作，
促进农民体育消费水平。为展现新时
代“三农”新气象，大赛期间还将举办
农民大联欢文艺汇演，展农村新风貌、

焕农村新生机、扬农民新风采。
近年来，河南省农民体育协会在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的领导下，与河南省
体育局紧密合作，树立了集“一赛一会”
联办、新闻发布会、农民大联欢、特色农

产品展销多种元素相融合的极具“三
农”特色和中原传统文化底蕴的农民体
育特色赛事品牌，对于农民身心全面发
展和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将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⑥11

全省农民健身大赛灵宝享“农趣”

农民健身大赛上的特色项目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本报讯（记者 黄晖）提升改造后
的河南省航海健身园9月 25日揭牌开
园，以全新面貌向公众开放。

省航海健身园位于郑州市郑上路
西流湖岸边，前身是省航海运动站，自
1978年开始，先后从这里走出了13人
次航海模型世界冠军、80多人次全国
冠军，打破多项世界纪录。2007年以
来，省体育局在航海站的基础上，历经
十多年投资建设，建成了以全民健身
为导向、以航海模型运动为重点、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方向的，集健身、旅游、
文化、培训、竞赛活动于一体的省航海
健身园，目前是西流湖公园的重要组
成部分。

健身园占地 50 余亩，绿化面积
2.5 万多平方米，环境优美，健身设施
齐全，园区内现有全国首个以航海文
化为主题的科技展馆、室外综合健身
广场、篮球场、门球场、棋牌长廊、健身
路径、乒乓球厅等设施，是周边群众健
身休闲的好去处。健身园于 2011 年

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国首个“国家
全民健身活动基地”，同时还是“全国
航海模型训练基地”“河南省老年人活
动中心”“河南省全民国防教育航海科
普基地”。

“在家门口能有这么好的健身场
所，真是想不到，早上起来过来锻炼一
会儿，周末带孩子过来玩一玩，很方
便。”紧挨健身园的中原区西岗村村民
王女士说。“我是专门带孩子来看航海
科技展馆的，听朋友说今天开放，孩子
从小就喜欢军事，让他开开眼界，普及
一下国防知识。过来一看还是很吃
惊，离家这么近，不知道有这么好的地
方。”家住西郊秦岭路的王先生告诉记
者。

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袁
军表示，今后将加强对健身园的管理，
突出公益性，围绕健身园的“四块牌
子”做好文章，充分利用园区的场地设
施，为赛事活动开展和群众健身提供
优质服务。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 实习生 周玉
琴）9月 24日，第十三届省老年人体育
健身大会广场舞交流活动在郑州市体
育馆激情上演。

本届老健会共设台球、钓鱼等 16
个大项的展示交流活动，作为闭幕前
压轴大项的广场舞，也是国家体育总
局重点推广的一项全民健身运动项
目，在我省老年人中有着极高的参与
度。共有来自全省 27个单位的 27支
代表队近 500名老年广场舞运动员、
教练员参加了本次展示，他们将在规
定套路和自编套路两个项目上展示广
场舞的魅力风采。

据了解，为规范和推广广场舞健身
项目，近年来河南省老年体协在全省各
市县区开展了科学健身培训活动，有万
余名健身骨干接受了科学培训，这些健
身骨干也在广大中老年群众中发挥着
示范和引领作用。在省老年体协的大
力推动下，我省老年广场舞团队的技术
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全国大赛中屡获
大奖，并多次在央视舞台上展现风采。

根据赛程，第十三届省老健会最
后一项赛事健身球操交流活动将于10
月 14日至18日在濮阳市举行，本届省
老健会将于 10月 19日在濮阳市举行
闭幕式。⑥9

足球是较受欢迎且功能多元的体
育项目之一。校园足球可以改变教育
理念，丰富青少年的业余生活，并从以
下多个方面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足球作为最受青少年喜爱的体育
项目之一，其魅力是不容置疑的。以
足球项目为突破口开展学校体育活
动，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引更多学生参
加运动，扭转青少年参与体育活动偏
少的局面，是丰富青少年业余活动，增
加青少年运动时间的重要手段。

教育圈有一个公认的理念，叫作
兴趣引导。对于青少年来说，兴趣往
往是考量是否喜爱一项运动的第一要
素，有了兴趣，就能形成长久的习惯。

相对于跑步、课间操等枯燥和单调的
项目，青少年对娱乐性和对抗性更强
的足球运动的兴趣会更持久。因此，
开展足球运动，对青少年健身习惯的
养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足球运动
对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
具有很好的效果，还能促进青少年终
身运动习惯的养成。

作为集体对抗性运动项目，足球
运动对参与者的身体锻炼效果是全方
位的。足球运动能使青少年在速度、
力量、柔韧性、灵敏度、爆发力、身体协
调性和耐力等方面都会有全面的提
高。足球运动可以强化参与者的多项
身体指标，一举多得，这是其他运动项

目很难做到的。
由于足球运动的对抗性较强，又

是世界第一运动，因此足球比赛规则
也是目前世界上所有体育项目中规则
最完善的。足球比赛规则是指导足球
运动发展的重要保障。任何人参与足
球运动，首先要对足球规则有一个全
面的了解，这样才能在遵守规则的前
提下充分展现个人能力。

足球运动是集体项目，既能充分
体现运动员的个人能力，又能展示团
队的力量。因此，足球运动对青少年
团队精神的培养具有更加直观的效
果。而团队精神的养成，间接地培养
了运动员的集体荣誉感。集体荣誉

感对运动员爱国主义观念的形成又
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重要比赛
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更能加深运
动员对祖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校足办）

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是一项让
无数重症血液病患者重燃生命希望的
事业。中华骨髓库，这个机构肩负着
我国造血干细胞的采集、移植、募捐、
管理等工作。通过检索配型相合的捐
献者并移植造血干细胞，为无数白血
病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那么，彩票
公益金对中华骨髓库的建设与发展又
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中华骨髓库全称中华造血干细胞

捐献者资料库，该库于1992年初次建
立，后由于资金、技术、社会观念等多方
面原因，捐献工作一度停滞。在 2001
年的时候，中华骨髓库才又重新启动，
而当再次面临资金问题时，彩票公益金
向骨髓库伸出了援手。经过一年多的
考察和论证，从2003年开始，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开始支持中华骨髓库建
设。在获得彩票公益金支持之后，中华
骨髓库规模开始迅速扩大。截至2006

年 3月底，中华骨髓库就已在全国建立
了30个省级分库。也正是因此，2007
年，民政部把“中华慈善奖”授予了彩票
公益金资助的中华骨髓库项目。

截至2018年底，中华骨髓库库容
超过265万人份，累计为临床提供造血
干细胞7914例，其中向国（境）外捐献
317例。2013年至 2018年，中华骨髓
库累计获得中央彩票公益金超过5.57
亿元的支持。从中华骨髓库十余年的

历史中不难看出，作为白血病患者寻找
合适配型进行骨髓移植来挽救生命的
重要渠道，中华骨髓库的重建与发展均
离不开彩票公益金的支持。（康映雪）

彩票公益金支持造血干细胞捐献

足球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新载体

郑州健身休闲再添好去处

第十三届省老健会
广场舞交流活动在郑开赛

乒动中原河南省第五届乒乓球大众公开赛永城赛区的比赛 9月 22日落
幕。比赛期间，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张继科来到现场为赛事造势，还与现场的乒乓
球爱好者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抗”。两天的比赛里，来自全省68支代表队
的300余名运动员为观众奉献了近300场比赛，参赛队员年龄跨度更是从7岁
到65岁，堪称全年龄段的乒乓球比赛。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张继科助阵乒动中原

“全新12区 更好品质”酒祖杜康新品解读系列之四 消费篇

资深杜粉儿、媒体记者、核心消费者齐声点赞——

酒祖杜康12窖区新品 以品质赢得消费者点赞
■资深杜粉儿：
酒质一流，看好新品

9月 10日，洛阳广电文化旅游局
三场文化旅游活动——2019 中原精
品文化旅游线路发布会暨旅行商大
会、华夏文明志愿城市文化旅游推广
联盟成立大会、2019“河洛文化牵手丝
路风情”文化艺术交流会周相继在洛
阳开幕，由此也掀开了2019河洛文化
节的序幕。升级后的酒祖杜康 12窖
区，以更好的品质出现在此次三场重
磅活动欢迎晚宴的餐桌上，获得参会
嘉宾的一致好评。

据悉，升级后的酒祖杜康 12 窖
区，作为洛阳城市名片之一的杜康酒
现身会场助力盛会，并以更好的品质
出现在三场重磅活动欢迎晚宴的餐桌
上，获得参会嘉宾们的一致好评，并且
收获一大批粉丝儿，记者从中挑选了
三位杜粉儿进行了专访。

资深杜粉儿陈先生：作为一名资深
杜粉儿，对升级后的酒祖杜康 12窖区
非常看好，最直观的就是包装确实提升
了很大一个水平，走亲访友节日聚会拿
着过去就很上档次、很有面子，真的不
赖，今后聚会要推荐朋友们多尝尝！

资深杜粉儿宋先生：全新的酒祖杜
康12窖区包装大气、酒体纯净，老酒味

儿更足，口感棒，饮后舒适，酒质一流！
资深杜粉儿曹先生：酒祖杜康 12

窖区，蓝色大气的瓶身、金色尊贵的瓶
底，打开瓶，清香扑鼻、入口丝滑，回味
绵长、香甜浓郁，真可谓高端大气上档
次，生活甜美有滋味。

■媒体代表：
舌尖佳酿，地道好酒

中秋前夕，杜康控股在省会郑州
和洛阳市场，携手千名核心经销商伙
伴接连举办了两场中秋客户联谊会，
会上不少媒体代表受邀出席，和经销
商伙伴共品升级后的酒祖杜康 12窖
区，开启了一场品鉴盛宴，不少媒体代
表现场还为新品留下了品鉴意见，对

新品给予高度评价。
李代广（企业家日报河南站负责

人）：作为一名媒体记者，同时也是一
名杜粉儿，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对杜康
有着很深的情结。特别是酒祖杜康
12窖区今年 8月 1日上市后，多次品
鉴、饮用并用来招待外地朋友，得到大
家的一致好评和肯定。

我认为，升级后的酒祖杜康 12窖
区有以下特点：清澈透明、柔润芳香、
纯正甘美、回味悠长，适量饮之，有生
津润喉、驱寒活血、增食振精，及健身
益寿之功效。喝了口不干、胃不难受，
醒酒特别快，是一款地地道道的河南
地产好酒。

贺荣风（猛犸新闻·东方今报名酒

工作室主任）：与酒祖杜康新窖区的邂
逅，是一场舌尖上的倾城之遇。玄武
古泉之水，千年空桑古窖，杜康始酿古
法，呈现了这一瓶高端白酒品质之新
标准——分区窖藏。升级后的酒祖杜
康 12窖区，深邃的蓝色与贵气的金色
相伴，典雅高贵。酒体纯净透明，色如
水晶，芳香绵甜，香气浓郁，空杯留香
持久，入口甘美醇和，回味经久不息。

最后用几句诗送给全新的酒祖杜
康 12窖区：“暑退秋澄气转凉，千年空
桑古窖芳；小酌小饮何妨醉，十二窖区
透瓶香。”

■核心消费者：
高端大气，口感醇厚

中秋节前，杜康控股在郑州、洛阳
举办的品鉴及联谊活动，来自省白酒业
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洛阳市委
市政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以及
数百知名企业大咖、主流媒体代表等
500余位嘉宾出席了活动。不少来自
政府部门及知名企业的消费者代表，在
品鉴了全新的酒祖杜康 12窖区后，均
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新品适应了当前消
费升级的需求，有望成为杜康新的大单
品，为豫酒转型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郑州核心消费者孙先生：我作为

普通消费者推荐酒祖杜康 12窖区的
理由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在品质提
升上加大了科技投入；二是选用的中
原好粮进行酿造；三是用 50年以上的
窖池进行发酵；四是基酒窖藏并经调
酒大师的精心调理，使得酒祖杜康 12
窖区不仅继承了杜康酒的优良基因，
而且口感更加柔和细腻、丰满醇厚。

洛阳核心消费者石先生：作为洛阳
名片，厚重的杜康酒文化，是历史对于
洛阳的馈赠，我本人从小就有杜康情
结。不过，新的酒祖杜康 12窖区和小
封坛上市后，我们感到杜康复兴的希望
越来越近了，尤其是升级后的酒祖杜康
12窖区，酒质好、口感好，喝后没有不
良反应，而且包装升级后显得高端大气
显档次，用来接待外地朋友感觉很自
豪，所以希望杜康人再接再厉，坚持把
产品做好做出彩，为复兴杜康、振兴豫
酒作出贡献。

一片叫好声外，全新的酒祖杜康究
竟发生了哪些质的飞跃呢？行业专家
郑州亮剑营销咨询公司董事长牛恩坤
用四句话做了总结：“升级了原有产品
品质；激活了消费者的认知；满足了渠
道的期待；顺应了次高端的消费趋势。”

这恐怕也正是酒祖杜康 12 窖区
闪亮登场后，能够赢得专家、酒商、消
费者、粉丝等一致肯定的根本所在。

□本报记者 申明贵 朱西岭

中秋前夕，酒祖杜康 12

窖区全新产品正式上市，并相

继出现在各个推介活动上，经

受了消费市场的初次考验。

如今，中秋已过，节日期间全

新的酒祖杜康 12窖区市场表

现如何？消费者又是如何看

待这款全新升级换代产品的

呢？记者节后对部分消费者

进行了走访，通过消费者的角

度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杜康

控股的白酒力作。

国际友人
也点赞酒祖杜
康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