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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

赛 1 月 14 日 晚 在 上 海 卢 湾 体 育 馆 落

幕，朱婷带领的天津女排 3∶1 战胜上海

女排，从而直落三场、横扫对手夺冠，

朱婷也如愿夺得个人的首个国内联赛

冠军。

为备战东京奥运会而回归国内联

赛的朱婷，无疑是本赛季的“看点担

当”，无论主场客场，天津女排的比赛

基本是场场座无虚席。而朱婷也不负

众望，打出了极其出色的表现——在

联赛中途举行的世俱杯中因腕伤复发

稍事休整后，半决赛复出的她进攻成

功率一度达到惊人的 75%；对阵上海女

排的三场决赛，她更是一人拿下 63 分，

进攻成功率达到 60%。在朱婷的“硬

核”助力下，天津女排第十二次登上联

赛冠军宝座，同时还创造了一项纪录：

保持全胜。连主教练王宝泉都表示：

“没有朱婷，我们很难夺冠。”而朱婷则

说：“天津是非常强的队伍 ，学到了对

我有帮助的东西。”

除了在强队中保持良好的状态和

手感之外，与国家队队友充分磨合、提

高配合的默契程度也是朱婷本赛季回

归国内联赛、加盟天津女排的题中之

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婷的表现同

样没有让人失望。朱婷和中国女排新

生代主攻手李盈莹搭档起令人生畏的

主攻线，俩人一传稳定、进攻犀利，从

攻防两端为天津女排整个联赛的战无

不胜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在朱婷缺阵

的数场比赛中，李盈莹更是顶住压力

独挑大梁，延续了在一传和进攻方面

的上佳表现。夺冠后的李盈莹说：“冠

军最大的收获是积累了经验，从朱婷

身上学到很多。”中国女排这朵“小花”

的成长，有目共睹。

当然，本届女排超级联赛也存在

着一些遗憾，最遗憾的恐怕要数联赛

赛程的大幅“缩水”了。

为 了 备 战 即 将 到 来 的 东 京 奥 运

会，本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的赛程

大幅缩水，两个多月便告结束。往年

第一阶段被分为两个小组的 14 支参赛

球队，本赛季被分成了 4 个小组，河南

女排所在的 B 组只有 3 支球队，整个联

赛只打了 10 场比赛。而夺冠的天津女

排，也只打了 13 场比赛，除了因为有朱

婷加盟的天津女排实力超群，最大的

原因还是赛程压缩了。2017~2018 赛

季，中国排球联赛“扩军”后更名为中

国排球超级联赛，并在赛制、转会、投

入、市场开发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

向着职业化、市场化全方位迈进。“排

超元年”的时间跨度从 2017 年 10 月底

绵延至 2018 年 4 月初，最终登顶的天

津女排，经历了 30场比赛的漫长征途。

赛程短了，比赛少了，通过充分较

量为联赛队伍提供的锻炼机会自然也

跟着少了。大幅压缩的赛程也打乱了

不少球队备战的计划和节奏，一些引

进 外 援 的 球 队 更 是 被 缩 短 的 赛 程 所

累，上海女排的强援利普曼就因为随

德国队参加奥运会欧洲区资格赛而缺

席了两场“提前到来”的决赛。显然，

赛程“缩水”也影响了联赛的精彩。

为奥运备战的大局适当“缩水”联

赛本无可厚非，但精彩的联赛是提高

竞技水平、推广排球运动、回报赞助商

支 持 、增 加 普 通 球 员 收 入 的 重 要 根

基。未来，如何在奥运备战和联赛精

彩之间做出尽可能少留遗憾的权衡，

是对决策者们智慧的考验。⑥11

新年伊始，体彩即开型经典票种
10元面值“绿翡翠”给南阳市场送来
了一份“大礼”，一等奖 25万元扎扎
实实地落在南阳一位幸运儿身上。

1月 3日，来自南阳市卧龙区蒲
山镇 4113020298网点传来好消息，
一位购彩者喜中“绿翡翠”一等奖 25
万元。当天下午，中奖者王先生（化
姓）就带着家人一起到南阳分中心兑
取了奖金。据悉，王先生购买彩票已
经快 5年了，他把自己能中奖归结到

“坚持”上来，正是由于他多年来不懈
的坚持，对体育彩票的“不离不弃”才

成就了他的大奖梦想。
谈到奖金的使用，王先生笑着说

“这笔奖金来得太及时了!”他是做工
程的，由于资金回收缓慢，正愁着年关
如何为自己的工人发工资，这个大奖
无疑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朱元鹏）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黄晖）“我
们的目标是确保进入前八名，然后向
更好名次冲击。”2020年全国男排超
级联赛开幕前，河南队代理主教练牛
江对记者表示。

今年的男排超级联赛开幕式定
于1月 19日下午举行，地点在河南男
排的主场南阳体育馆。今年联赛共
有14队参加，先分4个组进行小组双
循环赛，前两名进入八强。今年与河
南男排同组的是上届冠军上海男排
和新军天津男排。上海男排实力强

劲难以撼动，因此河南男排要想跻身
八强就必须战胜天津男排。

考虑到天津男排吸收了山东等
地的多名内援，并引进了两名欧洲高
水平外援，实力大为提高。为了战而
胜之，以年轻队员为主的河南男排也
召回了 3名老将，分别是刚参加了奥
运会落选赛的主教练崔建军、退役二
年的接应二传王春林和已经退役 6
年、当了青年队教练的老二传赵沐
頔，以增加全队的经验和板凳厚度，
谨防关键时刻“掉链子”。⑥11

本报讯（记者 李悦）1 月 14日，
央视春晚剧组正式宣布，2020 年春
节联欢晚会将继续采用“北京主会
场+各地分会场”的直播模式，目前已
确定在河南郑州、粤港澳大湾区两地
设立分会场。

承担春晚分会场任务的郑州，将
以欢腾热烈的表演、沁人心脾的歌
唱，彰显九曲黄河奔腾向前、百折不
挠、自强不息的磅礴气势；呈现打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示范区、国家高质
量发展区域增长极、黄河历史文化主
地标的情景，讲好黄河故事、坚定文
化自信。为了宣扬好这一主题，春晚
舞台上也必将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典型代表——功夫。

据了解，目前承担春晚节目功夫
表演的河南籍演员，已经完成了第二
次的带观众彩排，来自郑州大学体育

学院的教师马建超、孙瑛，以及登封
塔沟武校的 116名少林小子，将用精
湛的技艺，在春晚的舞台上展现华夏
的功夫之魂。

同为太极拳世界冠军的马建超
和孙瑛，此前都曾在春节晚会上进行
过太极拳节目的表演，此次作为夫
妻，二人同登春晚的舞台展示以太极
拳为主要内容的黄河文化，也将成为
该节目的一大亮点。

已经连续16次参加央视春晚演出
的登封塔沟武校，一直以出色的表演
技艺，创新的节目形式，深得全国观众
喜爱。特别是 2019年的《少林魂》节
目播出之后更是创下了“最大规模的
武术节目表演”世界纪录。今年第17
次参加春晚表演的塔沟武校，这次派
出了 116名精兵强将，他们的演出也
一定不会让广大观众们失望。⑥9

鼠年春晚上的功夫元素

全国男排超级联赛即将开战

南阳购彩者喜中体彩“绿翡翠”25万元

欣喜朱婷夺冠 遗憾联赛“缩水”

本报讯（记者 黄晖）少林太极同台竞技、群众瑜伽魅
力四射、民俗运动趣味十足……1月 15日的省体育馆热
闹非凡、掌声如潮，由河南省体育局主办的 2020河南省
群众体育春节联欢会在这里举行。辞旧迎新之际，河南
群众体育用一场体育文化盛宴，展示全民健身的丰收成
果，推动着全省迎新年体育活动全面展开。

省体育局副局长杨中军表示，河南作为人口大省、体
育大省，近年来积极推进体育强省、健康中原建设，全省体
育事业步入快车道，全民健身成效显著。2019年，全省新
增全民健身设施项目3775个，全省88%的省辖市、67%的
县（市）建成或在建“两场三馆”，积极打造15分钟健身圈，
城市社区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达到94%，行政村农民体
育设施工程覆盖率达到96%，乡镇和贫困村体育健身设
施提前一年实现全覆盖；持续开展“六赛两节两活动”，注
重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全年省体育局主办的群
众体育赛事活动达到240余项次；大力推进基层健身站点
规范化建设，体质监测和科学健身指导服务14.5万人次，
新增社会体育指导员1.1万余人，总人数达到28.2万人，
组织指导基层近4万个健身站点科学开展健身活动。良
好的服务和组织让人民群众参与运动健身的热情空前高
涨，文化体育生活的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

本次联欢会也以“全民健身、健康中原”为主题，健美
操、广场舞、瑜伽、模特、打花棍、舞龙、舞狮、抖空竹、极限
运动等节目轮番登场，展示了近年来河南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丰富人民群众
体育文化生活的丰硕成果。⑥11

河南群众体育 精彩“春晚”话丰年

河南体育“春晚”充满运动气息。 本报记者 邓放 摄

百尺竿头逾千亿 不负韶华勇担当
——2019年河南体育彩票携爱而行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宁在我省体育彩票实体店调研工作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党组书记万旭调研体彩工作

2020年 1月 1日，新年的曙光普

照大地，在“中国体育彩票”2020全国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焦作云台山会场，

河南体彩登高团队意气风发，他们手

握着一张 2019年的成绩单：2019年

5月 14日，河南省体育彩票历史总销

售额突破 1000亿元；2019年当年总

销售额 162亿元，全国排名提升一位

至第 4位，为社会筹集公益金 40.17

亿元（含弃奖），创造大奖税收 1.94亿

元；遍布全省的体育彩票实体店和各

类体育彩票销售终端 12000多个，为

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3万多个，为全省

购彩者播撒爱心、助力公益提供便

利。通过这张有温度的成绩单，能够

聆听到河南体彩人铿锵奋进的脚步，

勇于奉献和奋斗的决心，敢于担当、积

极践行社会责任的心声。

体育彩票公益金支持的河南省城市坐标定向赛

2019“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基金”
捐助河南师范大学活动

肩负新使命 创造新成绩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一
年，也是国家对体育彩票相关政策进行调整
的重要一年。年初，河南省体育局局长万旭
在走访了大量基层体彩实体店和体彩分中心
后，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对于体育彩票新时期
的发展思路，为河南体育彩票市场发展指明
了新方向。他指出，“目前，体彩发展已经走
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经历由数量到质量
的转型发展，在这个阶段‘行稳致远’非常关
键，行得稳，才能走得远。”河南省体彩中心按
照万旭在年初调研时提出的“正确认识、稳住
阵脚、积极应对、创新发展”的要求，直面彩票
行业发展的新挑战，提高政治站位，从大局、
全局出发，谋划我省体育彩票发展的新蓝图。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以党建促进业
务工作开展，紧抓风险防控，统筹三大游戏可
持续发展，提升体育彩票实体店服务水平，为
购彩者提供便利，热心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
任，一幅河南体育彩票“负责任、可信赖、健康
持续发展”的壮丽画卷在中原大地缓缓铺开。

2019年 5月 14日，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
的累计总销售额突破1000亿元，累计筹集公
益金267亿元。千亿元的累计销售额对于中
西部省份来说，河南体彩拔得了头筹，成绩令
人瞩目。

2019年，中国体育彩票在河南的年度销

售额达到162亿元，年度筹集公益金40.17亿
元（含弃奖），年度销售额位居全国第四位，在
全国排名上实现了历史“新高”。

践行责任彩 不忘初始心

河南体彩在责任彩票建设上取得了突出
成绩，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和省体育局的肯
定。2019年 6月，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杨宁
一行实地考察我省洛阳市体育彩票实体店，
与基层体彩管理人员、代销者和购彩者亲切
交流、座谈后指出，“河南体彩系统建立了高
效的管理模式和运营机制，积累了丰富的工
作经验，转变了发展理念，扎实推进了责任彩
票建设。”同时，《中国体育报》于2019年连续
3 期在头版刊登河南省体育彩票的省体育
局、省体彩中心和体彩分中心三级责任彩票
建设经验，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

河南省体育局局长万旭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曾表示，体彩公益金在促进河南体育事业
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2019年省体育局安排专项经费 9亿多元，其
中 省 本 级 体 彩 公 益 金 8.7 亿 多 元 ，占 比
96.5%。万旭说，这些体彩公益金的投入也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目前全省已建设成
县级以上体育社会组织4429个、体育俱乐部
达到 1103 个，青少年注册运动员达到 2 万
人，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 27.1 万人，各类健
身站点近4.3万个，88%的省辖市、67%的县
（市）建成或在建“两场三馆”，城市社区健身

设施覆盖率达到 90%，乡镇健身工程覆盖率
达到 100%。加上各市县体育主管部门本级
体彩公益金在全民健身工程和群众体育活动
中的投入，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要不断
得到满足，在增强老百姓身体素质的同时，也
增加了大家的获得感。

在扎实推进河南体彩责任彩票建设的过
程中，河南体彩不忘体育彩票的发展初心。
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海新告诉记
者：“我们充分领会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和
省体育局关于责任彩票的思想和要求，责任
彩票不是不要销量的责任，而是在合理合法
合规的前提下，为国家筹集更多公益金，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提供更充足的资金保
障，这是体育彩票发展的初心。”

不忘体育彩票的发展初心，高效执行、落
地有声，让河南体育彩票责任彩票建设工作
富有成效。目前河南体彩建立了省体育局、
省体彩、市体彩和销售网点之间的四级责任

彩票机制，相互协调，形成合力，经过近三年
的实践，已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和销售成
绩。践行责任彩票让发展中的河南体彩更加
健康、更具活力。

逐梦公益路 谱写新华章

2019年，河南省体彩中心以“建设负责
任、可信赖、健康持续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
为目标，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努力筹集体育彩
票公益金 40.17 亿元（含弃奖），这些体育彩
票公益金广泛用于全民健身计划、补充全国
社保基金、教育助学、奥运争光计划、青少年
体育、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

除此以外，省体彩中心和18个省辖市的
19个分中心还积极组织开展“公益体彩 快
乐操场”捐助学校体育器材、通过河南广播电
视台民生频道的“体彩助莉”活动救助急难群
体、关爱抗战老兵、高考期间爱心助考、助力
脱贫攻坚等各类活动，仅 2019年就有 4.1万
余人直接受助和受益。目前，中国体育彩票
已经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忽视的力
量，在全省社会、经济、体育强省建设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19年 11月初，人民日报、人民网等10
家中央主流媒体采访团，以“发现身边的公
益”为主题，到我省深入采访报道体彩公益金
造福社会的成就，在全国引起较大的社会关
注和良好反响，我省的体育彩票工作也为中
原更加出彩作出了积极贡献。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对于新的一年，河
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王海新说：“新的
一年，河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的
勉励，发扬体育精神和新时代女排精神，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为河南体育强省、健康中
原、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量。” （胥艳芳）

2019年，由河南省
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组织
的“见证体彩公信·奥运
冠军贾占波携手‘中国
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
基金’受助大学生观摩
团”来到北京丰台体育
中心中国体育彩票开奖
大厅，现场见证中国体
育彩票阳光开奖


