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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体彩大乐透第
19125 期开奖，前区开出号码

“05、08、09、14、34”，后区开出
号码“02、05”。本期是新规则上
市后的第 107期开奖，通过 2.98
亿元的全国发行量，为社会筹集
彩票公益金1.07亿元。

本期全国共开出 4 注一等
奖。其中，1注为 1800万元（含
800万元追加奖金）追加投注一
等奖，出自新疆；3注为 1000万
元基本投注一等奖，分落江苏（2
注）、新疆。

数 据 显 示 ，新 疆 中 出 的
1800 万元出自喀什，中奖彩票
为一张 5注 15元投入的单式追
加票。新疆中出的另 1注 1000
万元出自塔城，中奖彩票为一
张 6+3复式票，共中出一等奖 1
注、二等奖 2注、四等奖 5注、五

等奖 10 注，单票擒奖 1152 万
元。江苏中出的 2注 1000万元
分落镇江两家实体店，中奖彩
票各为一张 5注 10元投入的单
式票。

对比可见，由于采用了追加
投注，来自新疆喀什的幸运购彩
者，在单注一等奖方面多拿了
800万元追加奖金，从而使得单
注一等奖总奖金达到了封顶的
1800万元。 （彩文）

大乐透4注头奖花落新疆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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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掀起“中原风暴”

校园足球的“河南现象”缘何而来
□本报记者 李悦

11月 1日，2019参考消息·萨马兰奇
杯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在湖南长沙圆
满闭幕。在为期10天 7个比赛日的角逐
中，来自全国各地32所中学的24支男队
和8支女队为冠军展开竞争。最终，在这
场被业界称为目前中国普通高中纯校园
足球竞技水平最高的足球赛事中，河南
（郑州）选派的四支校园足球队伍全部进
入四强，其中河南省实验中学获得男子
组冠军，郑州九中和郑州二中分获男子
组三、四名，郑州三十一中女队也获得女
子组第三名的好成绩。他们的出众表现
也被业界同行们赞誉为校园足球的“河
南现象”。

河南足球小将们在全国赛场上所掀
起的“中原风暴”，一时间也引起了外界探
究的目光，都想找出河南校园足球集体崛
起的个中原因，而这一问题从河南校园足
球这7年的发展历程中就能得到解答。

全国的校园足球工作从 2009 年启
动，并于 2014 年底上升为国家战略，河
南省教育厅从 2012 年开始对校园足球
工作加大投入，并很快由体教艺卫处牵
头成立了河南省校园足球办公室，在当
时，河南也是首家将校园足球办公室设
置在教育部门的省份。围绕“育人为本、
重在普及、广泛动员、人人参与、夯实基
础、逐步提升”的发展理念，河南的校园
足球工作首先厘清了校园足球普及与提
高的关系，坚持普及为重，以广泛普及促
进提高，再以提高带动普及。

在推广普及之初，省校园足球办公室
就特别重视各校园足球队专业教练员的
建设，不仅鼓励退役的职业球员投身校园
足球的教练岗位（比如前建业足球队队长
苏斌就成了郑州九中校队的主教练），还
每年聘请专业足球讲师为全省的基层教
练授课，近两年更选派优秀代表前往青训
好的国家进行培训。在努力提高专业教
练员水平的同时，校足办还帮助各学校科
学处置学训矛盾，突出强调校园足球队员

文化学习，坚持文化课学习不好不能成为
优秀球员的观点，特别给校园足球队配备
了专门的文化课教师，为小球员和家长们
排除了各种顾虑。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通过“校长杯”、
“县(区)长杯”、“市长杯”、“省长杯”和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两个层面的四级联
赛体系，河南的校园足球已经为广大青
少年搭建了丰富多彩、逐级提升的竞赛
平台。并初步实现了优质小学、优质初
中、优质高中、优质大学的成才通道，为
优秀足球人才打通了上升的有效渠道，
努力营造出“学好习、做好人、踢好球、

上好学”的舆论环境和现实路径。
本届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的冠军球

队省实验中学校队，就是河南校园足球发
展的一个典型代表。依托学校的支持和
良好的发展环境，主教练窦志刚在 2003
年接手球队后，很快就打造出了一支有战
斗力的队伍。在 2010年至 2013年他们
连续 3次进入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前六
名，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连续5年率
领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中男子足球队进入
全国大赛四强，今年还代表中国，参加了
在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亚洲中学生五人制
足球锦标赛，并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十几年来，每年的毕业季，全国重点大学
都有省实验中学足球少年的面孔。2009
年，该校的学生张鹏成为河南省唯一一名
以足球特长生身份升入北京大学的高水
平运动员，在 2018年和 2019年，该校学
生孙文杰、吕卓航都先后以足球高水平运
动员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多年以来，窦志
刚共为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西
安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重点大
学输送了近百名优秀的足球特长生。

可以说，正是有了河南校园足球这7
年来的扎实耕耘，才换来了这次全国赛
场上的集体崛起。⑥9

本报讯（记者 黄晖）11 月 3日，近
万名跑友登上被誉为河南“陆家嘴”的
郑州龙湖金融岛，在奔跑中观景、赏桥，
享受跑马的乐趣……当天上午 8时，光
大银行杯 2019郑州龙湖国际半程马拉
松赛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准时开跑。

郑州龙湖国际半程马拉松赛设两
个 比 赛 项 目 ，分 别 是 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公里）和 5公里小马拉松。比
赛由中国田径协会、郑州市体育局、郑
东新区管委会主办，郑东新区教育文化
体育局承办，河南东龙搏冠文化体育产
业有限公司运营的 A1类马拉松赛事。
在赛事的筹备、组织、举办期间，执委会
都获得中国田径协会在线路优化、赛道
设计、组织规范等多方面的技术支持。

今年的赛事首次将龙湖金融岛列
入比赛路线。线路优化后的环形跑道
不仅正好将龙湖环绕其中，让“城在水
中，人在画中”的沿途风景给广大跑友
留下深刻印象，途经的多座龙湖区域

“地标桥梁”也成为选手们交口称赞的
景观，“最美赛道”之誉名不虚传。

最终，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莱萨·阿
贝·阿莱姆以 1小时 05分 51秒的成绩
获得男子半程冠军，他的同胞达格尼·
斯拉内什·伊尔佳则以 1小时 14分 42
秒的成绩获得女子半程冠军。

“龙马”组委会负责人介绍，“龙马”
将以打造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中
国顶尖品牌赛事为目标，力争成为郑州
国际文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⑥11

万人畅跑金融岛
“龙马”精神闹龙湖

建业两将入选国家选拔队

由河南省社会体育事务中心、洛阳市体育局、新安县人民政府主
办，河南省毽球协会承办的第十七届河南省毽球锦标赛上周末在洛
阳新安落下帷幕，来自全省的28支队伍、30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比
赛。毽球运动近年来在我省发展迅速，参与者众多，竞技水平提高也
很快。在前不久结束的全国毽球锦标赛上，河南队以两枚银牌创造
了历史最佳战绩。⑥11 本报记者 黄晖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悦）经过短
暂的休假，11月 3日，河南建业
足球队的两名主力球员吴龑和
王上源赶往国家选拔队集训地，
开始在武汉备战东亚杯的集训。

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中，作为
建业队的绝对主力，吴龑和王上
源表现非常出色，多次为建业队
立下战功。尤其是守门员吴龑
镇守的大门更为稳定，是建业队
不可多得的最后屏障。这次吴
龑和王上源同时入围，也是对他
们实力的认可和肯定。

根据赛程，2019年东亚足球
锦标赛（简称东亚杯）将于 12月
10日至 18日在韩国举行。国家
男足选拔队定于 11月 3日至 14
日期间赴武汉市组织首期集训。

据了解，由于国家队要备战
与叙利亚队的世界杯预选赛，因

此，最初有人建议由中国国奥队
代表中国参加东亚杯赛事，但由
于国奥队本身备战奥运会资格
赛的时间过于紧迫，他们也有自
己的训练计划和热身赛安排，因
此这个建议被否决。最终才有
了组建国家男足选拔队，并由李
铁担任主教练并率队参加东亚
杯比赛的决定。

虽然，组建国家选拔队的目
的，更多的是为了培养优秀国内
教练员，为李铁这样的优秀教练
代表提供国际大赛实战锻炼平
台。但是，参加东亚杯赛事的球
员也并非不具备征战世预赛的
能力，只要在国际赛场上有着更
加出色的发挥，作为后备的国家
选拔队队员，也有很大可能成为
一线人选，正式为国出征世界杯
预选赛。⑥9

中国高中足球锦标赛河南省实验中学最终捧杯。 省校足办供图

比赛吸引了众多国际选手参加。⑥11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盛世封坛 时间佳酿”酒祖杜康小封坛系列解读之五

10 月 17 日，2019 己亥年酒祖杜
康封坛大典在汝阳县杜康酿酒基地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人士、商界精
英、专家学者等1500多人见证了这一
酒业盛典。

“礼送贡品、焚香静心、敬天洒酒、
进香拜祖、诵读祭文……”在中央电视
台主持人古兵的主持下，杜康控股汝
阳酿酒基地古乐悠扬，恍若回到了千
年前，10多位封坛嘉宾走上台题字签
封，封藏下了一坛坛新酒，静待 5年岁
月洗礼静养后开坛上市。

敬畏酒祖 盛世封坛

酒祖杜康·封坛大典作为中国酒业
领域年度盛典，将以盛世封坛、敬拜酒
祖、封坛入窖和开坛发布为主体，旨在敬
颂酒祖启迪智慧、肇造文明、泽润八方的
辉煌成就，弘扬中华4000多年酒道，寻
根拜祖、祈福承愿的中华传统文化。

拜祖将遵循迎酒祖、裸祭礼、三献
礼、吟酒祖赋、敬高香、齐敬拜等传统
祭祖礼制，由国家级酿酒大师、酿酒传
人、酿酒工匠、消费者为代表，祭祖溯
源，传承酒愿，抒发对杜康造酒福泽的
感念，传达复兴杜康酒业的心愿。酒
祖封坛入窖作为中国酒文化的印记，

天佑入窖，已成为一种弥久醇厚的文
化符号，随着历史的演化而日臻完美。

据洛阳杜康控股销售公司总经理
柳向阳介绍，早在古代，从王侯将相到
寻常百姓都有封坛承愿的习俗，或为
大典而封，或为儿女而封，或为喜事而
封，或为馈赠而封，因为酒承载的是情
义和礼仪，酒在陶坛中盛放的时间越
长越好，也越能表达对饮用或馈赠之
人的尊重。作为华夏酿酒始祖，中国
白酒的代名词，中国酒文化的符号，杜

康坚守古为今用、古今结合、博采众
长、传承创新精神，通过封坛大典，倡
导白酒行业摒弃浮华、抛却浮躁、着重
品质、回归文化。在复兴民族品牌荣
耀征途中，杜康始终坚持传承与创新，
薪火相传，发扬工匠精神，为酒业繁荣
发展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文化自信 复兴杜康

酒祖杜康·封坛大典自 2012年开

创性举办以来，如今已经固化为杜康
控股每年一度的一大文化活动，消费
者通过实地感受传统祭拜酒祖、封藏
入窖仪式，参观生产基地、酿酒遗址公
园、华夏第一窖等一系列形式来了解
杜康酿酒过程、体验酒祖文化。如果
说封坛大典是以祭拜祈福来敬畏酒
祖，弘扬酒祖文化，那么酒祖杜康小封
坛的创新性跃然面市，则是杜康人“敬
畏酒祖、坚守匠心”的具体体现，坚守
五年地窖坛藏，方成就一坛时间佳酿，

“1825天的地窖坛藏”，对于消费者而
言，等待的是一坛诚意好酒，而对于杜
康人而言，时间和耐心，彰显的则是以
文化自信和工匠精神“复兴杜康”的坚
定信心。

自 10年前整合汝阳、伊川两家杜
康以来，杜康人未敢有丝毫的懈怠，无
时无刻不在以行动践行“复兴杜康 为
国争光”的使命。第一个五年，公司主
要恢复和升级了大量的 40年老窖池，
提升生产能力至 2万吨/年，新增了两
万平方米地下酒窖及 8万吨的原酒储
存能力，同时重新启动市场，以酒祖杜
康 12窖区为核心产品重塑杜康形象，
这一切，为杜康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
基础，积蓄了力量。

从 2015年以来的又一个五年，杜

康人倾力打造酒祖杜康小封坛，升级
酒祖杜康 12窖区，全力提升杜康的市
场地位，使杜康的主力产品能符合杜
康本身的酒祖地位。杜康人坚持匠
心酿好酒，品质提升不急不躁，根据
市场打造，稳扎稳打，注重基础，不盲
目追求速度，尤其在酒祖杜康小封坛
的酿制和市场操作上，更是体现了杜
康人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源的匠心
精神。

坚守源于自信，对于这份自信，正
如杜康控股公司总经理王鹏在封坛大
典上所表达的那样：“杜康造酒文化根
植于中原沃土、河洛大地，离不开中原
文化的润泽、河洛文化的滋养。杜康
人，会继续传承和发扬杜康造酒文化；
同时，也会在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河
洛文化的挖掘、整理、传播、弘扬上担
起自己应有的时代担当，自觉将杜康
造酒文化融入省委、省政府从‘文化大
省’走向‘文化强省’的文化兴省大战
略之中，让中原更出彩，让河南人为河
南骄傲！”

“杜康文化厚重，酒好喝，有责任
要做好杜康。好酒需要时间，需要创
新，希望杜康在未来能成为中国最好
的酒。”刘震云殷殷寄语中，无不表达
出对杜康的信心和期待。

弘扬酒祖文化 盛世封藏佳酿

杜康以文化自信助力豫酒振兴

杜康有近 5000 年的历

史，在历史的长河中，她会形

成一种特有的文化，就是杜康

文化。杜康出自我们河南，所

以杜康文化是河南文化的一

部分。河南文化，她的精髓像

酿酒一样会体现在杜康文化

里。我是河南人，我是一个作

者，作者跟故乡的关系，就像

粮食和酒的关系是一样的。

——刘震云

著名作家刘震云在封
坛大典上做主旨演讲

2019酒祖杜康·封坛大典上祭拜酒祖仪式

文化篇文化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